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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写意画构图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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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国写意画独具东方的审美特征，在构图形式上也丰富多变。随着中国画艺术的历史积淀，已经形成一种具
有东方形态的构图律。它所构建的是稳固而富有韵律美的整体，是将各种美的元素构成的新格局，也是因立
意而拓展开来的排列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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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绘画以其意象的表达而殊于西方绘画。作为中国

有一定的制约。与西方绘画相比，中国写意画更具随意性，中

绘画表象特征的中国画的构图，以其异趣横生、穷极变化的

国艺术家强调主观感受，在构图中，运用鸟瞰法和散点透视，

形式，构筑了中国绘画 “意写 ”的精神内核，从而使中国的绘

自由地运用三维空间的组合，把不同时间、空间、地点所发生

画艺术在形式、气韵上更具东方审美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

的事件在同一幅画面中完成，这极大地拓展了作品的容量，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汇中，中国画的构图形式也在发生变

也为画家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化，而历经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国画艺术，仍以独具形态的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北魏敦煌壁画中，有一幅 《萨土垂 舍身

构图样式吸引着众多西方艺术家的目光。其强调主观意象美

饲虎 》，将萨 土垂 刺项、投崖、饲虎、父母哭尸等不同时空发生

的表现手法，直接或间接地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不

的事件集中描绘在一幅作品中，丰满、生动，富有节奏感。像

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这类 “异时同图 ”，打破时空界限的作品在敦煌壁画中还很

构图，中国画中也称 “章法 ”、“布局 ”，古称 “经营位置 ”

多，如 《九色鹿舍己救人 》，自由地运用平行空间处理，展开构

’ 谢赫 《六法论 》+ ，当代艺术家称之为 “构成 ”，构图是画面的

图，描写了一个优美生动的寓言故事；叶浅予先生的作品 《富

结构形式，决定着绘画作品的形式美感，它所建构的框架，是

春山居新图 》，则并春夏秋冬，阴晴风雨于一卷之内。画家超

稳固而富有韵律美的整体，是画家将各种美的元素构成的新

越时限、空间的自由表达，使绘画作品于尺幅之中，表现出了

格局，也是因立意而拓展开来的排列组合。

广阔的时空推移，艺术家的主观感受因之强化、深化，从而使

一、中国写意画构图的特征

其作品更具审美意蕴。

以实证主义为认知特征的西方绘画，在构图上有着严格

中国写意画在主观感受上的强调，同时表现在空间的处

的透视法则，其高、宽、深三维空间，要在焦点方位完成，对于

理上，在面对画面深度的表现时，中国画家往往将其减弱，而

所描绘的景物采用聚焦方式，在空间、时间、事物的表现上均

将构图向平面展开。山水画中借助尺幅高度将近山远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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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瀑布、重峦叠嶂向上发展直至云端，使观者多方位地领略

面对巨峰和群峰；近景和远景，善于以意象表现自然的中国

山川的气势和风骨，于咫尺中见天地，这是囿于视角的西画

画家，以其卓越的的直觉能力，主观地用 “以大观小 ”的方法，

构图所无法做到的。

将近处大的山峰达度缩小，近、中、远的比例关系拉近，以便

为了展示场景的开阔，中国的画家无需通过透视将构图
向深度发展，而是利用长卷宽度在画中神游千里河山，随人

于在视觉上互相关照，创造了不同于自然视觉空间的山水画
的艺术空间。再现了山川、景物不同角度、不同空间的美。
“三远 ”说的是 “三远意度 ”，与 “以大观小 ”同为中国山水

流步入村野街市。
北宁 《清明上河图 》是一幅长卷式构图的风俗画，描绘了

画家的创作法则，“三远 ”指的是：平视所得的意度表现在画

汴河沿岸民俗、街市、村野、车船等繁华景象，作品充分利用

上为平远，俯视所得的意度表现为深远，仰视所得的意度表

画面长度构图，造成人流的节奏感，并巧妙地运用人物的平

现为高远。“三远 ”是变化了的法，它是为目力所视，又不囿于

面重叠，使每个人物动态传神可视，在不同角度观赏，远近视

一目所视，是观者移动视角所得的观察的综合，这种综合，又

觉均等。展开长卷，细细品读，人生百态，尽收眼底，郊野街

是在强调画者主观感受的基础上形成的。南朝宋宗炳在 《画

衢，意趣无穷，既通篇之势，又有精妙之点。

山水序 》中说：“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

追本溯源，中国画艺术中的高、宽之眼，古已有之，原始

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

彩陶、石窟壁画、汉画像石等门类艺术，在构图上都是利用宽

小。今张绢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用于方寸之内。竖画三

度和高度，在平面上作文章，重叠展开，置陈布势，因而立轴

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是以观画图者，徒患

式构图和长卷式构图，成为中国绘画的形式特征之一，这也

类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 ”
黄胄先生的作品 《洪荒风雪 》表现了地质工作者在青藏

是中国古文化的延展。
以 “存在决定意识 ”而论，言及中国画的构图，首先便要

高原格尔木骑着骆驼行进风雪之中的情景，此画构图以高远

说到绘画的工具，即笔与墨。中国画的笔墨，决定了中国绘画

为主，兼有平远的意味。略有仰视角度的人物、骆驼更显高

形式的黑白和虚实。“黑即实，白即虚 ”# 黄宾虹 $ ，如中国画中

大，与风雪抗衡的力量感。由高远所得的画面空间意度，使高

的印章，有线是实，空白是虚。而在西画中，远景是虚，视觉上

原更加开阔，给观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从而使作品更富

的朦胧模糊等等也是虚，在三度空间中，特别是深度空间的

激情。

体现，主要是通过色彩的明度和黑白关系的强弱，表现丰富

“以大观小 ”、“三远意度 ”作为构图法则，在传统的中国

的层次空间。而中国写意画则直接利用空白反衬主题物，在

画中，多表现山川景物的高远壮阔，现代中国画家以此手法

用笔墨表现物象时，同时要考虑到留白，画面中的黑与白不

表现当代人物的伟岸与超拔，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
二、中国写意画构图的基本规律

是分离和孤立的，而是相依相盼、相互依存的。与之相类的艺

历代画家在谈到中国绘画的构图时总会言及 “气 ” 与

术手法，在中国戏曲艺术中亦可看到，中国京剧名段 《三岔
口 》，是表现黑夜中的武打场面，演员富有韵味的武打动作，

“势 ”。在中国写意画的构图中，“气 ”是一种能激活画面的原

却是在灯光下完成的，观众在观赏与联想中理解了剧中的意

动力。那象征宇宙元气的太极图形，以及运动变换的 “
%”线，

象美，这是中国戏曲艺术中的虚实相间，动态是实，空白是

充满着生生不息的气韵。这空间中的 “元气 ”以内敛的方式存

虚。

在，又以运动的方式生成、转换。“势 ”可以理解为运动的发展
与之相类，中国画中的 “空白 ”不是 “空无一物 ”，它是一

方向所表现出的某种力量。东晋顾恺之强调构图中 “势 ”的重

种含蓄、隐喻、联想，它衬托着主题物，使主题物的外形美更

要，提出 “置陈布势 ”。营造对点、线、块、形的排列，表现贯穿

加明确。丰满的构图，大面积墨块中留有一点空白，尤如 “一

其核心的势能。

烛之光，通室皆明 ”# 黄宾虹 $ ，它可以激活画面精神。中国写

齐白石先生的 《蛙声十里出山泉 》，长条构图，墨团表现

意画中往往画鱼不画水，通过鱼的神韵，就会联想到水的存

的山石在画面顶端，山泉自上而下流向画外。这幅作品构图

在。山水画家在浓重的山水中自上而下地流泻一条细细的瀑

奇崛。虽着墨在上，因水的运动、蝌蚪的跃动，使观者的视点

布，似乎可以听到画面深谷中的泉鸣，这构图上的一丝留白

由上而下地移动，所以无构图上的失重感。相反因流水顺势

打破了画面的沉闷、寂静，在审美意境中，达到了 “无声胜有

而下，但觉元气升腾。整个画面对 “气 ”与 “势 ”的表达臻于完

声 ”的佳境。

美。

古人以 “密不通风，疏可走马 ”的传神之语，阐明了墨白

在中国画的构图中，“张 ”的力量是向外伸，状如辐射，会

布局中的哲理，也成为历代书画家创作中的构图法则。李可

使人对之有大感、动感和画外有画的感觉。 “敛 ”的力量是向

染先生有一幅人物小品画，画面近三分之二以密集的墨线画

内集，状如辐辏，会使人对之有深感、静感和画中有画的感觉

满树林，下方在空白处画一牧童和浓墨水牛，树林的茂密是

# 吕凤子 《中国画法研究 》$ 。老一辈画家中林风眠先生擅长运

自然景物，画家巧妙地利用，从而又加强了构图上的密度，节

用正方形构图，充分运用高、宽空间，立天地，展宽阔。他常在

奏感和疏密对比，也形成了黑 # 牛 $ 、白 # 空白 $ 、灰 # 树林 $ 的层

简约的地平面上托起有生命律动的形体，无论其形态是静止

次。画面中反复渲染、堆积的笔墨，恰到好处地表现了 “绿荫

的，还是跃动的，都显得那样的丰满而充实，而内在张力感，

蔽日 ”的意趣，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充溢画外，“是在跃动中显示了静谧之美 ”# 王朝闻语 $ 。

面对山川胜境，历代中国画家在观察、写生和创作中，由
于观者的视觉局限，常发出 “江山虽胜而构图不易 ”的慨叹，
·!""·

从中国古代的艺术品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艺术家用各种
艺术手法对力与美的歌颂。汉代的石雕、画像石、瓦当造型充

满着力与美，其大朴、大美、大拙，给观者的心理造成冲击

的格局。八大山人的花鸟画构图奇特，形态夸张，他善于将自

力。汉代艺术注重外形的构成美，删繁就简，强化了对形体力

然形态转化为意象形态，在意象形态的组合中，构成多变的

度的表现。从小型的汉代瓦当拓片上，民间艺术中优秀的剪

几何形，造险、取势，建构角度往往呈现斜势，造成不稳定

纸作品里，我们同样能感受到丰满与张力。这些艺术形式都

感。八大的成角造势简洁、凝炼、空灵。

是纯平面构成，它的张力主要在于外形的简约和夸张。这种

潘天寿先生是极重构图的大师，从造型到构图充满了多

带有浓郁地域文化特征的表现手法，丰富了中国写意画的造

变的几何原理。主体物往往斜势成角，偏于左右，造奇取险。

型语汇。在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常能感受到源自

将力能扛鼎的线条和奇崛空阔的构图，推向了极至，让观者

先古或是民间的艺术气韵。

领略到他的 “强骨、静气 ”的美学思想。潘天寿他作品中常有

中国写意画创作中的聚与散，平与破是构图的基本法

一块块棱角奇正的巨石耸立，重若千钧，鹰、松的外形也圆中

则。画面上出现三个以上形体的组合，便产生聚与散的排

有方，与石块相统一。康定斯基认为形 “纵使它是完全抽象的

列。即使仅出现一、两个形体，也需通过题款使画面产生节奏

和类似一个几何形，也有它的内在音响，是一个精神性的东

上的变化。潘天寿曾在构图上仅画一只猫，然一行长跋自上

西，具有和这一形同一的性质 ”。中国写意画恰是重情、重意、

而下，与猫的视线相映成趣，以此完善了画面的构成。

重精神，而潘天寿作品蓬勃的生命力，恰是他的精神性。

同样，在写意人物画的创作中，无论是只有两、三人的组
合，或是众多人物的复杂场景，聚与散的法则亦无处不在。
平与破在画面中，起着将单纯的平行排列以纵向方式的
线或物破开，从而打破均衡感的作用。程十发先生的作品 《丽
人行 》，三人直立，一人前倾，平行的人物随即产生了生动的
节奏变化。

古人有 “画之不足，题以发之 ”的说法。款识是中国画构
图中的重要元素。尤其在文人画画家的作品中，题款却是不
可或缺的。除了在画中题上诗句、感概和需要表述的意思外，
在构图上已是组合画面的一部分。
郑燮的 《丛竹图 》，在顶天立地的竹杆间穿插数行题款，
不仅补充了画面的空虚部位，使整体平衡紧凑，更增加了画

传统山水画常以白云破开直立的山峰，或以清淡的烟雾

面的意境幽深之趣。还有他别致的书体，布局运笔；大小整

之气断开平行的水面，形成山幽水远、含蓄神秘的画境。 “山

斜；纵横错落；瘦硬奇峭之致，更增添了作品的个性特征。可

欲离，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俗远，尽出之则

见这类题款在构图上的举足轻重了。

不远，掩映断其派则远矣 ”# 林泉高致 $ 。这求变的构图法则的
应用使中国写意画主观创意的灵活性得到了尽情的宣泄。

画上题款，体现画家的文化素养，题上数句或者长跋，诗
词文赋，让观者读画赏诗，意趣甚浓，有些名作上的题画句，

如果说构图中的平与破为一种单纯的方式，那么 % 型构

也独有文学价值，流传千古，而与上乘之作的名画相配合，无

图方式则是将其中的外部结构以内在的 “气韵 ”连接起来的

疑是锦上添花。题款同样也体现画家的书法修养，一手独具

脉络，造成节奏上的韵律。

特色的好字，给画面增色不少，历代鉴赏家也极看重画中的

在中国画构图上，% 型构图调节、伸缩是自由的，横幅、

题款，通过书法来鉴别作品的真伪。从构图角度上讲，题款主

长条、斗方等画面均能找到这种形式。以迂回曲折的形态出

要在于形式美。清代任伯年为吴昌硕作的肖像，画面题有两

现的 % 型，也暗合中国写意画讲究元气内敛的特征，如同宇

处款，其中更有长跋，精美的书体排列，密集点状，与完整的

宙天体中形成的气旋，以流动的形式运作、连接与贯通，极符

人物墨块处理形成对比，艺术语言丰富，形式美感也大大地

合中国绘画内部结构的多样统一性。中国的太极图形，中间

增强了。

的临界线也为一条 “%”线，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互相转化又

题款的形式有藏有露。林风眠的作品一般都较满，所以

互相依存，以 “%”变形的脉络和谐团聚。中国画和中国哲学是

他的作品大多题款都藏于画的某部位，且是穷款，较为含

关联与渗透的。

蓄。潘天寿的画构图奇险，常以题款的形式来支撑画面构图，

周昌谷先生的作品 《两个羊羔 》，少女动态宁静、神情悠
闲，透过栏栅的转折，呈现流畅和谐的 % 型构图，虚实掩映，
自然天成。

以求视觉上的平衡，成为画面构图形式美的重要部分。
题款的书体风格也是一个极有趣的现象，写意画中配上
数行工致楷书，粗放中更见精微，让画之风格鲜明独特。如金

聚与散，平与破是中国写意画构图在均衡中求变的法

冬心在写意画中题以方整的漆书；黄永玉在以奔放的用笔作

则，而几何形构图的作用，则使构图在变中存衡稳，于奇险中

大写意荷叶画上，题以精美小楷，书风高雅。诸如石涛、齐白

取势。这里说的几何形是演变了的几何外形，主要是不规则

石等也都善用书法之美构成写意画。而八大山人、任伯年及

三角形，演变之后的菱形或梯形等。

现代画家黄胄、程十发等人的题款书体与写意画风相谐相

古埃及的 “金字塔 ”，平面角度为三角形，给人以庄重、稳

和，其笔意、书体和写意画的用线，笔性相统一，别有意韵。
千百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殚精竭虑，创造了极

健及向上的力量感。牛顿说过：三角形具有经济而富有的力
感。同样，演变了的菱形或梯形，由于形的倾斜，力与势兼

富灵性的、多变的构图形式，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有。中国古塔，底座略宽，其势向上，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击

我们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总结、探究绘画美的内在

力。自然界的山石，也由于形态成角，极富力感。科学、智慧、

规律，找寻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和构图形式，才能够准确地、

大自然的这些创造，揭示着宇宙最基本的力的构造。

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使作品趋于更高、更完美的境

古人说过，“齐与不齐觚三角 ”。中国写意画家发现并运
用几何形的角度，构成物体和画面，使写意画产生变化无穷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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