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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艺术在园林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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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林学院园林系 ,临安 311300)

摘　要　中国园林雕塑源远流长 ,“石头”文化开创了园林雕塑的先河 ,它体现着一种

文化和审美 ,象征着一种精神和意境。雕塑是环境艺术 ,它具有依附性 ,雕塑家的作品

创作仅仅是完成了室内创作的一部分 ,园林雕塑重要的是要接受大环境的检验 ,一件

优秀的作品 ,是艺术和环境诸方面的统一体。“神形兼备”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只有形

与神、神与境的完美统一才是园林雕塑的完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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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园林雕塑的审美特征

雕塑艺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几乎和文明同时诞生。原始的陶俑雕塑在世界各地均有

发现 ,它们距今已有万年以上的悠远历史。由于地域的隔绝 ,在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东、西 2种

艺术风格。一种以古埃及、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艺术 ,它强调的是一种装饰、稳定、明确而有严格

规范 ,又具有写实基础的美 ,如埃及法老造型、中国秦马俑等 ;另一种是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

表的欧洲风格 ,它强调的是一种个性的刻画、生动自然的体态 ,具有一种健美的体积美。2种风

格形成 2种文化 ,雕塑艺术也不例外。雕塑是一种环境艺术 ,它介于绘画和建筑之间 ,它的表现

需要衬托和依附。黑格尔把雕塑艺术分成两大类: “有些雕刻作品本身是独立的 ,有些雕刻作品

是为了点缀建筑空间服务的 ,前一种的环境只是由雕刻艺术本身所设置的一个地点 ,而后一种

的环境只是由雕刻和它所点缀的建筑物的关系 ,这个关系不仅决定着雕刻作品的形式 ,而且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还要决定他们的内容。”
[ 1]
借用黑格尔的美学语言来概括 ,前者是“独立美” ,后

者是“依附美”。展厅雕塑和园林雕塑实质上就是这 2种不同类型的美。

中国园林室外依附性雕刻 ,最早可以认为是以砖雕、木雕、石雕及假山、太湖石、黄石等为

代表 ,而且一开始是以一种较为抽象的面貌出现的。这和西方雕塑艺术发展形成反转关系 ,表

现为东方的雕塑是先抽象后具象 ,而西方是先具象后抽象 ,这种关系在园林雕塑中反应得特别

明显。欧洲园林 ,一开始就体现出严谨性。17世纪法国造园准则是“不加以调理和安排均齐 ,人

们所能找到的最完美的东西都是有缺陷的” [2 ] ,甚至要自然接受均衡对称的法则 ,可见它缺乏



“随类赋彩”的灵性。直到现代毕加索、马蒂斯从东方艺术中找到这种感觉 ,西方园林才日趋多

样化。音乐用节奏表现旋律 ,园林也用它特有的节奏、旋律表现出地形、奇峰异石、小桥和流水。

中国园林雕塑与中国的水墨画一样 ,以泼墨淋漓的大写意来表现意境 ,它蕴含着几千年的东方

文化沉积、人文习俗和山水“灵气”。我认为园林中最早的雕塑就是园林之石—— 太湖石、黄石

等 ,从石峰形林的凹与凸 ,透与实 ,绉与平 ,高与低来看都具有强烈的抒情韵律感 ,正是绝好的

“后现代派雕塑”作品。

石头在这里不仅是一种抽象化了的雕塑 ,它更具有一种内涵 ,一种点缀、装饰 ,重要的是人

赋予了它一种象征 ,一种精神 ,一种风范 ,一种气节 ,并在园林中扮演一种艺术文化的“角色” ,

在庭园中它是“镇园”之石。在中堂大厅是古玩佳品 ,体现了主人的情趣爱好。在盆景中一块奇

石就成了咫尺千里的风景。石头更是诗人、画家吟颂和表现的题材。无生命的顽石在东方的文

人雅士眼中 ,有着极高的审美意识 ,他们能从石峰造形的跌荡起伏中领悟到它的美学价值。从

古典园林中遗留下来的名石看 ,大都是高大伟岸 ,形质俱美的石峰。如:上海豫园的“玉玲珑” ,

亭亭玉立 ,玲珑多姿 ,透漏兼备 ,秀润多彩 ,玲珑剔透。据说该石有 22孔 ,以一香炉置其底 ,孔孔

出烟 ,以盆水灌顶 ,孔孔流泉。苏州留园的“冠云峰” ,高耸如云 ,极具嵌空瘦挺之妙 ,清秀附柔浑

朴之美 ,它以高耸奇特而冠世。立于苏州第十中学内的“瑞云峰” ,其形状如“云飞乍起”。杭州花

圃的“绉云峰” ,为英石叠置 ,其“色积如铁 ,迂回峭析之致”。古人用“透、瘦、皱、漏”来品评它们

的美。“透” ,是玲珑多孔穴 ,光线能透过 ,使得外形轮廓丰富多彩 ;“瘦”即石峰秀丽 ,棱骨分明 ;

“皱”即石峰外形起伏不平 ,明暗变化富有节奏感 ;“漏” ,则石峰上下左右有路可通。这种“漏透”

之美 ,我们今天可以在现代英国雕塑大师享利 摩尔的作品中看到 ,如《国王与王后》人物形象

极具抽象 ,人物眼睛用漏透的办法割成 2个洞 ,光影从背后射过孔穴产生一种神秘感 ,不能不佩

服大师的“拿来主义”。他从东方石头中的“孔穴”之美 ,提出了他的“孔穴”理论 ,并把这种理论

应用到他的作品之中 ,实现了雕塑作品从“凸”到“凹”到“透”这样一个革命过程。他认为: “洞和

实体具有同样的“形体”意义。它可以把这一边和那一边联系起来 ,使雕塑立即增加了三度的空

间感觉” [2 ]。不难发现东方的“石文化”对这位大师的艺术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正如毕加索、马

蒂斯也曾得到东方色彩的启发一样 ,证明了我们前面所说的文化反转关系 ,也说明了“石头”作

为抽象天成的雕塑作品 ,其自身通过材质、线条、孔穴所体现的美学价值和形体意义。

2　园林雕塑的主题与环境

我们所说的石头在园林中的价值和地位 ,不论是抽象的太湖石、黄石 ,还是具像的雕塑 ,依

附性是第一位的。在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主题的前提下进行创作 ,是园林雕塑发展的基础。现代

园林雕塑由于受现代西方艺术的影响 ,题材和形式以装饰的手法居多 ,如装饰人物、动物 ,无题

标志等形式的作品 ,在限定的时空环境中有序地组合 ,构造出富于节奏韵律的雕塑 ,在与环境

的组合中呈现雕塑的艺术性、文学性、主题性。成功的雕塑作品不在于自身尺度的大小 ,而在于

作者对材料、技法和环境的综合把握 ,在于对雕塑设计整体视觉现象的感观。一件有感染力的

园林雕塑不仅要有丰富的内涵 ,生动的形象 ,优美的形式 ,还要有一个健康的主题。题材不是作

品的唯一形式 ,主题是作品的灵魂。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 ,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推理 ,而是体现在

具体的题材之中。中国的诗画艺术经常取材红梅、松柏、兰竹等 ,但主题并不是要去认识自然物

的生长规律 ,而是象征人的某种品格和哲理。“艺术的目的是夸张美好的东西 ,使它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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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语 )

园林雕塑的表现主题是使环境空间的美化 ,以满足人的心理美感需求。所以园林雕塑有别

于纪念性雕塑。它的主要功能 ,是使作品更富有美感和丰富多彩 ,赏心悦目 ,强调装饰的一面。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园林雕塑大多是以装饰为题材的抽象或半抽象作品 ,形式上突出它的

工艺性、趣味性 ,使之在绿地中形成一种点缀。如果脱离了园林的功能性而一味强调其中的思

想性、政治性 ,从装饰功能中分离出来 ,那它很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认识问题的误区 ,干扰所表

现的物体 ,创作出与环境不和谐的作品。

园林雕塑服务于配合园林大环境 ,难点在于作品如何和环境相协调。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批

大师们完美无缺地达到了这一点 ,如米开郎基罗 ,由于他完备的知识决定了他能够从艺术建

筑、环境诸因素去整体把握他的作品 ,使自己的作品与环境达到最佳结合点 ,从而留下了许多

不朽的雕塑杰作 ,如《大卫》、《摩西》等。一些作品从本身的艺术性来说是一件成功之作 ,但放置

在环境中后就没有了雕塑的感召力、镇慑力和装饰力。杭州孤山公园旁的《秋瑾》塑像就是一

例。为纪念辛亥革命的女英雄——鉴湖女侠秋瑾 , 80年代初 ,杭州园文部门在此竖起一座纪念

像 ,整座塑像连基座高为 4 m左右 ,女侠持长剑凝视前方 ,从主题和立意上无疑是优秀的 ,但当

游人不经意时很不容易发现这里的塑像 ,整个尺寸过小 ,与环境脱离 ,后景压过了塑像 ,从而削

弱了塑像的意义 ,失去使瞻仰者产生崇敬的功能。在孤山公园的后山坡上 , 60年代在此塑有一

座《鸡毛信》的儿童英雄塑像 ,连本地的游人也很难寻找到它的准确位置。再如近年新落成在湖

滨公园旁的大型城雕《美人凤》 ,是根据杭州的民间传说 ,一位凤尾人身的仙女 ,含珠落洒大地

成为西湖的故事创作而成的。塑像座落在解放路、湖滨路、南山路的交叉路口旁 ,整个塑像体积

宠大 ,给人一种压迫之感 ,加上现场空间极为有限 ,使观众缺乏一定视觉距离。这座塑像落成

后 ,在杭州市民中引了许多的异议。这说明我们的艺术家不懂建筑 ,而建筑家又缺乏美术知识 ,

造成了艺术家和建筑家之间各行一套 ,难免产生塑像在环境、形式、尺度上误差 ,造成二大环境

艺术之间的不和谐。在雕塑艺术的创作中 ,仁者爱山 ,智者爱水 ,见仁见智在所难免 ,除了创作

中的个人因素外 ,作者在创作中应更多地考虑建筑环境的因素 ,如创作庭院式宾馆中内庭园林

雕塑与公园园林雕塑的区别 ,一种是特殊群体 ,一种是大众群体。怎样把作者的构思、设想 ,及

这种构思、计划通过一定的造型功能使之形象化、表述化 ,将作品中不符合环境的因素除去 ,用

最适合的形式创造和利用好这块区域内的文化环境 ,以满足人们的生理和心理的需求 ,这是雕

塑家、建筑师们应尽力去做的课题。某些作品在这个展览会也许是成功的 ,但在另一个展览会

就不一定成功 ,雕塑只是为某一特定环境以及环境中的特定群体进行创作 ,就是说作品自身具

有特殊性。

“艺术家不应该先把雕刻作品完全雕好 ,然后再去考虑把它摆在什么地方 ,而是构思时就

要联系到一定的外在世界和它的空间形式和地方部位。” [3 ]雕塑家、欣赏者、作品三者意念的共

鸣融合 ,除雕塑自身给予人们美的感受之外 ,还依赖于雕塑自身的形式和置放的环境。雕塑作

品在园林环境中的功能“一是点缀 ,二是点题”。只有优美的环境 ,雕塑的形式才能令人产生美

感 ,长期置身于这种艺术环境中 ,潜移默化的感染力能唤起人们对美好理想的憧憬。雕塑家应

在努力适应环境的同时强调和突出自我的个性特征 ,挖掘材料的美 ,结合具体的环境功能 ,集

知识、艺术、趣味于一体 ,成为虚实空间与意念想象并存的实体 ,使雕塑在园林中随处可见 ,成

为园中的点睛之笔 ,形成美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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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园林雕塑中的形神关系

形与神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东方艺术历来追求形神兼备 ,以形写神 ,就是要求艺术形

象外观与内涵的统一。形是直观的外在表达 ,神是形的内在体现。在园林艺术中 ,雕塑作品在内

容上应更多地合乎中国人的美学传统思想 ,在形式上应该是一种趋向于来于自然又高于自然

的形式。南北朝时期的大画家顾恺之就提出“传神写照 ,正在阿堵中”。认为绘画中人物传神的

关键是眼睛。谢赫也在著名的理论文章《画品》中提出了“六法”。其中第一法就是气韵生动。五

代山水画大家荆浩说: “凡数万本 ,方如其真” ,就是指在充分的观察后 ,才能把握对象的精神本

质 ,在创作时才能有充分深刻的表现。“不求表似”实际上就是超出一般表面的形似 ,追求不似

之似 ,把表现与画家的感情性格相一致 ,强调艺术家自身修养。园林雕塑由于其装饰特点的特

性决定 ,更多突出形式与神韵 ,要求其艺术的外观与内涵的统一 ,自然与环境的统一 ,在感受和

欣赏外形的同时 ,领悟到大园林的神韵。大与小是一对统一体 ,以小见大 ,以大观小 ,园林和雕

塑互为表述 ,形神是直观的外在表达 ,神是形的本质 ,神通过形给予展现。造型是为了传神 ,只

有传神才能使形象充满活力 ,富有个性 ,使形态多姿多彩。在形式上不论是写实或抽象 ,实质上

都是运用形式美的法则表达作品。这种传达通过各种特征及个性 ,或直立挺拔 ,或茁壮厚重 ,或

秀丽清奇 ,或奔放粗旷等等 ,“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在现代园林艺术中 ,雕塑有了更为广阔的表现天地 ,手法形式也更为多样了 ,有具象的 ,也

有抽象的。由于园林工作者和艺术家的共同努力 ,在全国各地涌现了一批无论在规划设计上 ,

还是雕塑创意上都结合得较好的园林雕塑佳作。如广州越秀公园的《五羊》雕塑 ,老山羊高昂其

头 ,小山羊环绕四周 ,构图上成稳定的三角状 ,情趣昂然 ,很好地表达出广州城的历史传说。杭

州玉泉公园的《苏醒》也是一件成功之作 ,作者用喻意的手法塑造了一位“春天”少女 ,她手执银

杏侧立于观众前 ,形式上用装饰夸张手法 ,把少女塑造得极为丰满 ,飘动 ,少女的长发和枝叶在

风吹之下 ,仿佛有一种飘动之感 ,背景是植物园大片的树木绿地 ,左右是开阔的草坪 ,观众远远

望去 ,一位白衣少女在呼唤春天的到来。万物苏醒 ,百花盛开 ,把玉泉公园和植物园这个主题牢

牢地归到《苏醒》这一标题上来。南京莫愁湖公园的《莫愁女》塑造在回廊池中的数片湖石之上 ,

整个园林顿觉生色 ,塑像成了园中的重要景观 ,也点出了莫愁湖的故事 ,使游人留连忘返。北京

日坛公园内的《水上天鹅》雕塑 ,两只天鹅和水面成 45°角 ,向天空飞去 ,天鹅倒影水中 ,像天鹅

欲离水时的一刻 ,极具强烈的动感和诗情画意。

现代园林雕塑不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丰富多彩 ,除传统的水泥、石雕之外 ,还有焊接雕

塑、风动雕塑、激光雕塑等 ,但不足之处尚多 ,无论在主题、题材 ,还是形式上离今天的需要相距

很大。如优秀的室外依附性雕塑极少 ,因而园林建筑物也就缺少一定程度上的精雕细刻的装饰

风味 ,在这方面古典园林是可供借鉴的。再如室内独立性雕塑更是一片空白 ,这不可不说是艺

术发展中的一个遗憾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空白会得到补偿。人们喜欢好园林也喜欢好雕

塑 ,都希望能看到更多更富有现代趣味的室内外有“依附美”和“独立美”的雕塑作品来装点人

的生活环境。

4　结束语

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大发展。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艺术繁荣。园林雕塑艺术在继承古代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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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传统基础上 ,不断提高发展。园林设计、雕塑等学科的高等教育 ,培养了一大批专业化人

材 ,为园林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把雕塑与园林等诸多空间造型艺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创

作数量之多 ,质量之高 ,流派之广 ,都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雕塑艺术走上了一条宽广

的大道 ,开创了雕塑与城市、风景区、园林等完美结合的新时期 ;雕塑、园林、建筑工作者正在共

同携手致力于在继承传统艺术精华的基础上 ,吸收西方艺术的合理内核 ,为创造出既有民族和

中国特色的又有世界性的当代中国雕塑艺术进行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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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ulptural a rt i s an art which is envi ronment depending. The most impo rtant fea-

ture of g arden sculpture is tha t i ts w ork is to be put into a big ger setting. Thus, a good piece

o f this w o rk must be uni ty of artistic quali ty and env ironmental interaction ei ther in size or in

shape. Hence, the harmony of it s shape, spirit a nd env ironment is the perfect representation

o f g arden sculpture. Chinese aesthetics in ga rden sculpture o rigins f rom the stone civ ilization

and reflects a culture as w ell as it s aesthetics

Key words: sculpture; w orks of art; artistic conception;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iful; cha 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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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期　　　　　　　　　　　　　何　征: 雕塑艺术在园林中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