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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诺阿的阳光笔记

胡建君

今年是印象派代表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辞世 100 周年。

这或许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画家。 一辈子钟爱以美人、鲜花作为
灵感源泉的他，画面仿佛自带阳光和芬芳，由内而外散发出健康蓬勃
的气息，总让人看得心生欢喜。

读懂雷诺阿的画，需要理解他的人生观。 在他眼里，绘画只是一件
日常和快乐的事，就像日升与月落。 而他那些温暖的画面，正来自他心
头的光。

———编者

如果中西方美术可以相互映照的话，雷诺阿笔下的女
性大概是最接近大唐气质的，那由内而外的健康蓬勃的气
息，那骄矜自信又平和淡然的神采和气度 ，那透明薄纱遮
掩不住的丰硕饱满的肉体，性感而纯洁，明亮而娇艳，犹如
贵妇出浴的那一刹，是自带光芒和芬芳的。

雷诺阿说：“我最喜欢的作品是能给人以永恒的美感，

却并不处处向人炫耀这种美的作品。 ”这种美感既直接又
内敛，让人心生欢喜。 他被称为是从未画过悲伤作品的画
家，认为绘画就是要带给观者愉悦，甚至说“为什么要画雪
景？ 那是大自然在长麻风病。 ”他永远心系阳光，简单明了。

雷诺阿并不是受上帝眷顾的人。 他出身贫寒，随遇而
安。 青年时期作为印象派的开派画家之一，屡屡遭受嘲讽。

中年开始被类风湿关节炎所困扰。晚年因右肩膀关节变形，

需要助手用绷带把画笔缠在手上作画。 但雷诺阿的画作很
少传达苦痛或悲悯的宗教情怀， 总有着明朗的格调和日常
家庭的温暖。 他笔下的女人常常展现母亲或长姐般明媚的
笑容，那是一种伊甸园式的诗意和唯美，没有确切的时空指
向，未经现代化的染指，不需要才华横溢或自由独立。

雷诺阿的作品是声情并茂的。 少年时他曾加入当时著
名的圣欧斯达希教堂唱诗班，天生一副干净温和的男中音
歌喉，在他的画中，仿佛也自带明亮的歌声。 雷诺阿一生笔
耕不辍，毕加索非常崇拜他，买过他的一些作品，视其为大
师。 但雷诺阿从不自诩为伟大的艺术家，而认为自己用手
劳动，只是个工人，一个谦卑的绘画工而已，他临终前尚在
喃喃自语：“我才刚开始有成功的希望。 ”

雷诺阿 1841 年出生于法国里蒙的

穷裁缝家庭，四岁时举家迁居巴黎。当时

的欧洲， 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受到工业革

命的影响，生活条件简陋。 13 岁时，雷诺

阿被送到一个彩瓷匠门下当学徒， 他的

工作就是在盘子边缘描绘花边或在勾好

的轮廓里填充色彩。 当时瓷器是上流社

会用品，图案多是美人、花朵与历史人物

等， 后来雷诺阿一辈子钟情女性与鲜花

题材大概有此宿缘。 瓷器上作画的习惯

也令他后来的作品特别是女性形象细腻

温和，充满柔润透明的光泽。

1862 年 ， 雷诺阿考入皇家美术学

院，并利用业余时间进入查尔斯·格莱尔

画室学画。 在这个主张自由教学的巴黎

最好的画室， 他结识了好几位后来成为

印象派主流的画家，比如西斯莱、莫奈、

巴齐耶等， 他们喜欢在阳光下的枫丹白

露森林中自由作画。 彼时， 大家并不知

道，十余年后，他们将掀起艺术史上最轰

轰烈烈的一场革命。

60 余年的艺术生涯中，雷诺阿尝试

过多种不同的艺术表现风格， 但始终是

印象派最有辨识度的画家之一。 他早期

的作品带有实验性和先锋性， 对于光色

别有钟爱， 其色彩体系多限定用高强度

纯色的配方，被称为彩虹调色板，光明而

悦目。 1870 年代雷诺阿参加了落选者沙

龙，其画风明显打上了印象派标记，甜美

闲适的气氛还有丰满明亮的脸和手最称

经典。 1880 年代是雷诺阿创作上的转折

点，他有机会去意大利等地旅行，在各地

博物馆中， 被拉斐尔和戈雅等人的作品

所震撼。 于是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创

作，逐步从印象派运动中分裂出来，转向

人像画特别是女性肖像画， 开始在画中

尝试取消偶然的光线， 通过安格尔式古

典主义紧缩的轮廓线和严谨的构图来表

现完整的形体。 晚年的雷诺阿深受疾病

困扰， 但美好的家庭生活和身边的模特

为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身体愈加苦痛，

画面色彩却更加热烈阳光。 1914 年，卢

浮宫收藏并展出了雷诺阿的部分作品，

达成了他的夙愿。 此时他只能在人抬的

轿子上亲历这一盛况了， 却从未慨叹命

运的无常。

雷诺阿的“软木塞”理论很能体现他

的人生观。 他认为人不应当制服命运：

“人生犹如一个软木塞子，应当让它任意

飘荡， 正如任意漂浮在小溪水面上的软

木塞子那样。 ”约翰·雷华德也称他为淘

气的流浪儿。

雷诺阿觉得人主要的职责是生活，

要尊重生活， 而生活的状态应该是愉快

的。 绘画也要顺应生活，不能违拗心性。

他像“软木塞”一样自由游离于传统和现

代之间， 举重若轻地解决了两者看似无

法调和的矛盾， 将古典主义的形与印象

主义的色完美结合在明亮而微妙的、充

满诗意的画面中。

“软木塞”的理论

他像 “软木塞 ”一样自由游离于传统和现代之
间， 举重若轻地解决了两者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

将古典主义的形与印象主义的色完美结合在明亮
而微妙的、充满诗意的画面中

雷诺阿说 ：“我们的家是个女人之

家，母亲、加布里耶尔 、女孩子们 ，女仆

们以及在家里踱来踱去的模特们给家

里最终添上了一种非男性的色彩。 ”被

女性围绕的他一生都钟爱美妙的女人

体，曾戏言：“乳房是一种浑圆的、温暖的

东西，如果上帝不创造女人的乳房，我或

许不会成为画家了。”他喜欢泰然自若的

神态，更偏爱少女粉红色的皮肤，到晚年

更是如此。 雷诺阿经常会把调色板上剩

余的颜料画成美丽的玫瑰花，他说“玫瑰

花能帮我找出裸体画像中女人肌肤的色

泽感。 ”他不在乎模特的身份和年龄，家

中的女仆和帮妻子做事的邻居女孩都

会成为他的模特。 屋子里的女人们，从

厨房到画室 ，从画室到厨房 ，经常转换

着角色。

而那些被知识武装、 被华服包裹的

女性的身体，因为附加值太多，并不让雷

诺阿有归属感。他认为女人不需要有思想，

肉体美妙强大的光辉，最接近上帝的意旨。

他甚至认为女人不应该受教育，女人的功

能跟大脑一点关系都没有。 并非出于歧

视，他只是认为女人应当简简单单，明

明亮亮，不能因为疲于琐事而被遮

掩或忽略。 他难得画过一位女诗人的肖

像画，整个画面散发着光芒。 据说当时女

诗人为了打动他， 特地穿了一袭白裙，果

然雷诺阿一见心喜：“我很久没有画白色

的衣服了。 ”打动他的竟是白色长裙褶皱

的细节。

相伴一生的妻子艾琳就是雷诺阿眼

里“最好的”那种女性。 出身乡下的艾琳

不懂艺术，她只是天真地认为雷诺阿天

生是画画的 ，因此必须画下去 ，无论画

成什么样。 雷诺阿本身也不是学者型画

家 ，还经常写错字 ，但他重视感官和细

节，始终用简单纯粹的心描绘世间的幸

福。 初学绘画时，老师格莱尔说：“看来

你学油画仅仅是为了好玩吧。 ”雷诺阿

爽快地回应 ：“那当然啦 ， 如果不是好

玩，我才不学它呢！ ”在 1914 年战争期

间，他竟然提出了一些书生气十足的方

案来平息争端 ，声称废除武器 ，而用几

袋胡椒面代替武器，对方战士会因忙着

揉眼睛而结束战争，童话般的思路令人

哑然失笑。 他还把用绷带绑在手上的笔

称为“可以穿上的大拇指”，可见其无邪

的童心，与他光明透彻的绘画格调其实

是相一致的。

女性的肉体美

他不在乎模特的身份和年龄，他家的女仆和帮
妻子做事的邻居女孩都会成为他的模特。 屋子里的
女人们，从厨房到画室，从画室到厨房，经常转换角色

雷诺阿曾经对他的画商朋友沃拉尔

说：“我搞不清艺术家怎么能描绘那些城府

很深的社交界妇女，我们的一些仆人具有

令人羡慕的形体，摆出的姿势宛如天使。 ”

在这些女仆中，雷诺阿最钟爱的是加布里

埃尔，作为他的灵感缪斯长达十几年。

加布里埃尔是妻子艾琳的表妹，15

岁的她就被艾琳叫来帮忙照顾孩子，从

此在雷诺阿家生活了近 20 年。加布里埃

尔带点野性的活泼， 面如桃花， 前额低

平，眼睛深邃，鼻翼上翘，双唇微撅如花

朵。 更重要的是她拥有能反光的皮肤和

丰腴美满的体型， 这是雷诺阿眼中女性

美的典型，他说：“我一直想要画她，她是

巴黎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模特。”雷诺阿以

她为模特先后绘制了几十幅油画。 甚至

晚年转向雕塑创作时， 也将她选作维纳

斯的对象。如《拿着珠宝的加布里埃尔》，

画中的加布里埃尔一手上抬往发间插玫

瑰花， 一手自然垂落在双膝间的首饰匣

上，美妙而家常，半透明的衣物映照着皮

肤如瓷器般圣洁而美好的光辉。

雷诺阿越来越相信简单即是美。 他

不断减少调色板上的颜色， 以期最大程

度地控制绘画材料和结果。 1909 年，他

对朋友说他找到了画加布里埃尔的最佳

颜色，即“只用一种色调”。 他笔下的《加

布里埃尔·红衣女孩》， 画面几乎只用四

种颜色：金色的背景、红色的衬衣、黑色

的头发和粉色的皮肤。油彩很薄，整体色

调统一，细密的布纹清晰可见，妩媚生动

的人物呼之欲出。

人们说雷诺阿晚年画的女人， 身上

有一种光。 蒋勋有一句评价很恰当：“他

垂垂老矣，男性机能完全丧失，面对着她

无比丰沛温暖的肉体， 那是他无法拥有

的青春。这时候，他的人体画开始动人。”

描绘女人甚至比拥抱女人更让雷诺阿激

动和幸福， 他成功地把情欲的冲动转换

成了优雅的描绘。

平静的家庭是雷诺阿成功的原动

力，婚姻稳定，子女圆满的他过着人们可

以想见的最正常的生活。 他的画商朋友

佛拉曾说， 雷诺阿的日常生活完全以工

作为中心， 他像上班族一样在固定的时

间去画室，晚上和妻子下棋或玩骨牌后，

按时上床睡觉。 他对熬夜工作到翌日的

作风，觉得可怕。 在他的人生观里，绘画

只是一件日常和快乐的事， 就像日升与

月落。即便躺在医院等待手术之时，他还

让妻子取来画布和笔， 描绘朋友送来的

鲜花，直到被推进手术室。

在人生的最后 25 年，严重的风湿病

限制了雷诺阿的活动， 他因此搬到普罗

旺斯蔚蓝海岸， 买下了终日阳光普照的

卡涅的雷特庄园。最初交易之时，房产商

希望把中间的橄榄树全都拔掉， 留出空

余场地用于其他建设。而艾琳坚持说，买

下庄园的条件就是保留原有的橄榄树。

此后雷诺阿绘制了一系列田园生活的场

景，风格更为率真自由，逸笔草草中保持

着天生的掌控力。 那些画面始终跳动着

生动的阳光和空气， 仿佛浸在橄榄油中

一般明润。 在卡涅生活的时光为他的人

生画上了光明圆满的句号。

雷诺阿的子孙继承了雷特庄园。 在

曾孙雅克·雷诺阿的眼中，雷特庄园的橄

榄树是他与曾祖父之间血脉相通的精神

纽带。他为此拍过一组摄影，将模特和橄

榄树融入作品， 柔嫩的女性肌肤与橄榄

树粗糙的质感， 蓬勃的人体之美和旺盛

的自然生命力在镜头中交错并置， 传达

了雷诺阿家族一以贯之的艺术主题：生

命、自然、光影的魅力。

确实，连雷诺阿最后的作品都充满光

影的力量和愉悦的氛围。 某个傍晚，雷诺

阿对儿子说：“我不是俘虏， 尽管我很懦

弱。 ”他将目光转向地中海的日落：“残留

在我生命中鲜活的部分已奔向这道光芒，

奔向所有对我来说美好的东西。 ”这是他

的诗意愿景， 来自他心头永恒的光芒。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
教授）

灵感的缪斯

一个名为加布里埃尔的女仆，作为他的灵感缪
斯长达十几年。 1909 年，他找到了画加布里埃尔的
最佳颜色，即“只用一种色调”

橄榄树下的重逢

他的曾孙认为，雷特庄园的橄榄树是他与曾祖父
之间的精神纽带。 他为此拍过一组摄影，传达雷诺阿
家族一以贯之的艺术主题：生命、自然、光影的力量

▲雷诺阿 《煎饼磨坊的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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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诺阿留下最后的话是
“我才刚开始有成功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