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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艺术的主要创作原则及背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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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西方现代艺术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从中揭示西方现代艺术产生于现代工业文明、科技

发展的背景之下。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是艺术创作的直-t．／-源泉．在创作中西方现代艺术呈现出个性化、融合、

实验、批判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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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自古希腊产生摹仿说开始就把再现自然

作为美的标准，经历不同时代的发展和完善，到文

艺复兴时期再现型的写实艺术达到顶峰，把艺术当

成科学。以理性的精神指导美术创作的思想一直延

续到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现代主义艺

术开始走向反叛与超越传统之路。现代艺术是以具

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创作群体的精

英艺术。现代艺术以崇高的社会理想为己任，在对

传统和现实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创造了多样化的艺

术形式。一次又一次地更新了人们对艺术的审美标

准和本质的认识，同时，积累了现代艺术创作的一

些基本原则．深刻地反映出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科

技、思想观念的变革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一、西方现代艺术的诞生

西方艺术是从反对架上绘画、对艺术本质的质

疑中开始的。西方架上绘画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类

型分化出来。大致要从文艺复兴时期算起。从那时

起，绘画走下教堂的祭坛和神殿的墙壁。逐渐成为

一种可以移动和交易的，同时具有多种文化审美功

能的物品。自文艺复兴后期，美术学院体系的逐步

形成使绘画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在绘画的主题、题材、风格、样式上都受到

学院正统的官方美学体系和价值观的约束。同样，

西方艺术博物馆体系的确立也把一种如何看待艺

术品的态度强加给了社会公众．从而进一步强化了

传统绘画样式和大众的欣赏习惯，再现自然的写实

主义原则变成了金科玉律．架上绘画也变成了主流

的艺术形式。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来，随着

社会环境的改变。人们对经验事物的思考和视觉方

式的深入发掘。引发了对架上绘画艺术的思考。艺

术家们从反对架上绘画开始逐渐走到质疑艺术本

身。质疑的同时，艺术的宗旨由摹仿现实转向发现

现实，乃至重造真实。自此。西方艺术不可避免地迈

入到现代阶段。

首先站起来与传统观念决裂的是印象主义。印

象主义的出现可以说是西方艺术发展划时代的里

程碑。印象主义艺术家们为了表现自然界丰富的瞬

间即逝的光和色的变化，忽视或否定了客观事物的

内在本质，更是破坏或放弃了西方几干年完善起来

的严谨造型．因此衍生出后来一系列的反叛画家、

画派。形成了20世纪西方现代美术多元化的创作

局面。1‘1919世纪80年代。法国的后印象主义、新印

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画家们提出艺术语言自身的独

立价值、绘画不作自然的仆从、绘画摆脱对文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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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依赖、为艺术而艺术等观念，这些观点都逐渐

成为现代主义美术体系的理沦基础。

二、西方现代艺术主要流派及创作原则

(一)西方现代艺术主要流派

虽然现代美术流派众多。从艺术的风格来看主

要走向有：由塞尚提倡物体的坚实结构，万物由圆

球体、圆柱体构成的绘画理念和实践而引导出的形

式主义方向、12lIl由凡高的绘画风格引导出的表现主

义方向、由高更的原始主义和象征主义引发并后来

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影响的形而上画派和

超现实主义画派。除此之外。出现了机器美学影响

下的未来主义和反艺术的达达主义艺术。

众多流派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密不

可分。1945年以后，由于欧洲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

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战后则迅速崛起，现代艺

术发展的中心和主力则由欧洲转到了美国。在美国

产生的抽象表现主义几乎是西方现代主义美术各

种风格形式的集大成。自20世纪60年代到70年

代，波普艺术登上画坛，首先风行美国，它使艺术与

现代商业文明互相渗透．与现代人的生存息息相

关，让艺术成为更为普及的交流手段。这一时期出

现的偶发和行为艺术企图模糊各种艺术形式之间

的界限，探索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观念艺术的

出现则把艺术推向“终结”，标志着西方的现代主义

艺术开始向后现代艺术转变。20世纪80年代，新绘

画艺术思潮在欧美各国的兴起，预示着后现代艺术

正式登场．自此，西方现代美术完全进入一个多元

化的格局．艺术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探索艺术和艺

术表现，西方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呈现出多

元并存、纷繁复杂的局面。

(二)西方现代艺术的创作原则

西方艺术自产生起就以为别人服务为宗旨。原

始社会为实用．后来为神、为人的生活、为政治斗争

等服务。而西方现代艺术家们则宣称他们不再为谁

服务，艺术就是为完善艺术自身而独立存在。至此

艺术的价值观与传统彻底决裂了。因此现代艺术家

们必然要创造和选择新的艺术语言去表现自己所

认识的世界。同时，现代艺术在反传统艺术，排除艺

术的文学性、情节性、叙事性的思想内涵、内容，排

除以空间透视、明暗、解剖为基础的再现美学和艺

术方式中，倡导并形成了宽泛的现代艺术的创作原

则。

1．实验性原则

英国当代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他的《艺

术史话》中指出，20世纪西方前卫艺术的最主要特

征就在于它们的实验性。就绘画和雕塑而言。则是

在多方位多层次上自由地实验各种各样的观念计

划和材料运用的可能性。西方现代艺术正是这样一

场轮番上演、轰轰烈烈的艺术大实验运动。我们也

已看到，从野兽派和立体派到构成主义和超现实主

义，从抽象表现主义到波普艺术到极简艺术和观念

艺术，一个接一个的艺术运动和流派的相继出现，

探讨和尝试了诸如绘画艺术的纯形式语言、绘画与

雕塑以及表演艺术的界限、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

绘画与其他视觉艺术(摄影、录像、电脑虚拟图像等)

的关系、绘画形象与象征图像及语言符号的关系等

问题。20世纪的西方现代艺术创造了大量新的前所

未有的视觉形式．这些形式极大地丰富了整个人类

的视觉经验。

2．批判性原则

从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历程来看，深厚的哲学

基础和批判精神共同形成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开放

式文化品格。“破坏一创新一破坏一创新”的循环运

动已成为艺术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即不断地反思

艺术的本质。不断地自我否定，对艺术本身(或对人

本身)的司空见惯的法则、见识、规律和信念自我反

省，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和自我清除，每一个艺术流

派和艺术家既互相批判。相互否定，也自我批判和

自我否定。以求在更为深刻的层次上实现创造的价

值，已成为西方现代艺术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3．主观性原则

西方现代艺术强调艺术的直觉与情感、非理性

和无意识(超现实主义和达达艺术)，从而否定了艺

术创作对客观世界的理性把握。艺术家把视角转向

人类自身，转向生命个体。深入到本能，深入到潜意

识、无意识当中去。苦苦地求索和追问：人类的精神

实质到底为何物?以自动性的直觉进行艺术创作，

企图打破艺术史上的所有程式和惯例。

4．本体性原则

现代艺术认为形式、材料、媒介本身具有独立

的审美价值(抽象主义，波普和装置艺术)。艺术家

想尽各种办法去拓展物质材料的范围和意义，作为

艺术语言的载体，艺术家们在实验材料无限可能性

的同时。丰富了艺术语言的选择范围，也进一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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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了艺术观念。

5．融合性原则

即在本门类之外(如在绘画中加入立体，在雕

塑中加入声音)，或本文化之外(如西欧艺术家借用

非洲艺术，美国白人艺术家借用中国书法)找到异

类因素作为参照，实现突破性创造。现代艺术尝试

以现成品和自然物来代替艺术品的客体本身(达达

和现成品艺术)，从而取消了艺术与非艺术(物品)的

界限。另外，现代艺术强调“每个人都是艺术家”，141112

主张艺术与生活的融合。

6．个性化原则

现代艺术中只有独立的创作才能受到承认并

记入历史．所以无论是形式还是观念上每一个艺术

现象的成立。都必须明确地表明其与有史以来的所

有艺术现象和同时代的其他艺术现象的差异。艺术

创作产生于个人的想象力，在艺术发展中是独特而

不可重复的，表明人对自身本体意识的宣扬与尊

重，在作品中以张扬个性和自我为己任。所以在创

作中，对立于其他现象而独立创作成为一种法则。

总的说来，20世纪以来西方的现代美术适应了

现代社会人们的需要，创造了一批可以列入人类经

典文化的作品，正是现代艺术的这些原则与特征，

使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的、历史的和审美的价

值，因为它们是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精神生活重要

方面的写照。西方现代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

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不完善和成熟国家的思

想家和艺术家们对于现代政治、经济社会的一种反

叛、批判和刺激下的产物。

三、西方现代艺术产生的背景分析

英国哲学家赫伯特·里德曾经说过，“经济和社

会的趋势决定每个时代广泛的思想舆论运动．并给

予这些运动以起伏不定的种种影响。艺术作品不能

逃避这种无形影响的环境。”郾西方现代艺术众多

流派的出现也是有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哲学

的历史渊源，是与现代西方社会的进程紧密相连

的。新技术革命、社会结构以及人的思想、意识、价

值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的改变、摄影技术

的日益成熟以及日本版画为代表的东方艺术和非

洲艺术的传人；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萨特等

人的哲学思想，弗洛伊德、荣格的心理学．贡布里

希、海德格尔符号美学的影响，以及西方现实社会

的种种矛盾和弊端，都促进了现代美术的形成。

首先，现代工业文明对现代艺术发展起了重大

作用。

现代工业文明的出现、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市场经济的建立、消费社会的形成。改变了人与自

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传统的

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人们的审美理想

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现代社会的艺术家们对待现代

科学和机械文明的心理和态度是复杂的。他们在对

待社会、人、自然与自我的关系上失去了平衡．关系

是扭曲的。在有些艺术家的实践(如立体主义、未来

主义和构成主义)中。试图反映社会的这一深刻变

革，而在大多数美术家的作品中，对工业文明采取回

避和超然的态度。他们对工业社会人性的贬值、机

械的升值表示不满。他们不直接描写社会和人生

(少数艺术家例外)，但他们的作品影射着社会和人

生，采用的语言是荒诞的、寓意的或抽象的。在他们

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这些艺术家表现了现代人

(包括艺术家们自己)．的精神创伤和心理的扭曲。感

觉到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消极、悲观和失望的情绪。

感觉到他们思想上强烈的虚无主义。但这并不意味

着现代主义美术的主流与工业社会的进程相反。事

实上，工业、科技文明剧烈地改变着现代社会的面

貌，从精神上有力地推动了现代艺术的迅速变化。

其次，现代哲学直接影响了西方现代美术的创

作。

现代艺术最早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文库中

汲取了养料，同时又受到现代哲学思潮影响，特别

是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荣格、萨特等人的哲学、

心理学的成果对现代艺术创作影响最大。叔本华的

唯我主义的本体论思想、唯意志论观点导致认识上

的直觉主义。这使艺术家的天才和灵感升华为艺术

创造的根本；尼采的学说，不仅对德国的表现主义

运动起过推动作用，也对整个现代主义的文艺运动

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他否定权威，主张发挥以人

的意志、本能为基础的创造力，蔑视中产阶级的文

明和虚伪道德，对无意识和本能的推崇，对世界前

途的悲观主义，在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的理论和实

践中，都有所反映；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他的

“无意识才是精神的真正实际”，16179是超现实主义运

动的理论支柱．是现代艺术创造的另一个源泉；荣

格的原型说、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进一步把艺术推

向主观世界的表现；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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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负面和传统价值观的彻底否

定和背叛⋯⋯。深厚的哲学基础成为西方现代艺术

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不断地促使艺术走向创新。

四、结 语

在西方现代艺术发展的进程中，似乎可以看

到，艺术中的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个性与共

性、风格特征的加强与消失。人性与机械性、阳春白

雪与下里巴人、艺术的审美与反审美，永远是使艺

术家困惑并驱使他们去不断探索的课题。新的原则

体系不断地创立，又不断的被打破．艺术观念也随

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被更新。每一种艺术思潮在某

一个时期，常常会产生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状

况，这种变化与整个时代的社会变革又紧密联系在

一起。尤其在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这种状

况更是常见。现代艺术是一个新的艺术表现体系。

它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是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时

代节奏相吻合的。它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政

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变革。反映了这个

时代人们极其复杂、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极为深刻的

哲学思考。

西方现代艺术仍处于发展与演变之中，“艺术”

概念的历时性动态变化和不确定性正反映了人们

对艺术形态与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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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Chunfeng

(Art Department，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24 1000，China；

Art Department，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Trhrough a brief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estern art，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

veal that modem western art originates from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echnology．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re the direct sources for artistic cre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on，modern western art follows the principles of individuality，assimilation，expefi-

ment and criticism，etc．

Key words：modern art；rebellion；composing principles；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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