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得·勃鲁盖尔很擅长观察和描绘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他的画作往往在

尺幅之间就能展现一个庞大的世界。 这幅 《孩子的游戏》 就是百科全书式的绘画，

彼得·勃鲁盖尔描绘了当时孩子们的 80 种游戏： 滚铁环、 吹气球、 抬轿子、 抽陀

螺、 跳马……画家以细腻入微的刻画功力， 还原了 16 世纪一个活跃小镇的风貌。

荩彼得·勃鲁盖

尔《乡村婚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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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 16世纪尼德兰地区最伟大的艺术家彼
得·勃鲁盖尔逝世 450周年

一生留下为数不多的画作
却呈现出惊人的丰富度

吴京颖

欧洲美术史第一位农民画家，欧洲独立风景画的开
创者，作品展现出登峰造极的全局观，很多颇具文学寓
意……这些，说的都是 16 世纪尼德兰地区最伟大的艺
术家彼得·勃鲁盖尔（1525-1569）。他一生中留下的画
作只有 50 件左右，却呈现出了惊人的丰富度。

今年是彼得·勃鲁盖尔逝世 450 周年，是时候揭开
其艺术的秘密了。

———编者

16 世纪最伟大的佛兰德斯 “风俗
画”大师是老皮特尔·勃鲁盖尔（注：又
可译为彼得·勃鲁盖尔）。勃鲁盖尔可能
跟丢勒或切利尼一样，认为艺术的尊严
和艺术家的尊严至关重要； 因为在他的
一幅绝妙的素描中， 他显然一心要表现
出这位骄傲的画家和一位愚蠢相的戴眼
镜男人之间的对比， 那个人从艺术家的
肩膀上面向前注视时，在摸自己的钱包。

勃鲁盖尔专攻的绘画“类型”是农
民生活的场面。 他画出了农民的狂欢、

宴饮和工作，于是现在人们就以为他是
佛兰德斯的一位农民。 这种误会很常
见，对于艺术家们，我们很容易犯这个
毛病。我们往往会把他们的作品跟他们
自身混淆在一起。我们以为狄更斯是匹
克威克先生那一帮快活伙伴中的一员，

或者认为儒勒·凡尔纳是个大胆的发明
家和旅行家。 假如勃鲁盖尔本人是个农
民，他就不可能像他那样去画农民。 他
无疑是个城里人，他对乡村农家生活的
态度跟莎士比亚极为相似；对莎士比亚
来说，木匠昆斯和织工波顿是一种“丑
角”。 那时习惯于把乡下佬当作开心的
人物。 我认为无论莎士比亚还是勃鲁盖
尔都不是由于势利眼而沾染了这种习

惯，而是因为跟希利亚德描绘的贵人生
活和作风相比，在乡村生活中，人的本
性较少伪装，较少隐匿于人为惯例的虚
饰之中。 这样，当剧作家和艺术家想暴
露人类的愚蠢时，他们就往往取材于下
层生活。

勃鲁盖尔最完美的人间喜剧之一
是他的一幅著名的《乡村婚宴图》。像大
多数绘画作品一样，它在复制品中严重
失真：局部细节都大大缩小，因此我们
观看时就不得不加倍小心。宴会设在一
座仓房里， 稻草高高地堆积在背景中，

新娘坐在一块蓝布前面，在她的头顶上
方悬挂着一种花冠。她双手交叉平静地
坐在那里，愚蠢的脸上露出十分满意的
笑容。椅子上坐着的老头和新娘身边的
女人大概是新娘的父母，更靠里面正拿
着汤匙狼吞虎咽忙着吃饭的男人可能
是新郎。 席上的人们大都只顾吃喝，而
我们注意到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左边角
落里有个男人在斟酒———篮子里还有
一大堆空罐子———还有两个系着白围
裙的男人抬着临时凑合的木托， 上面放
着十盘肉饼或粥。 一位客人把盘子向餐
桌上递过去。 然而此外还有许多事情正
在进行。背景中有一群人想进来；还有一

批吹鼓手， 其中的一个在注视着抬过去
的食物，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可怜、凄凉、

饥饿的神色；餐桌角上有两个局外人，是
修道士和地方官，正在聚精会神地谈话；

前景中有一个孩子， 小小的头上却戴着
一顶插着羽毛的大帽子， 手里抓着一只
盘子， 正在全神贯注地舔吃那香喷喷的
食物———一副天真贪婪的样子。 但是跟
所有这一切丰富的趣事、 才智和观察相
比， 更值得赞扬的是勃鲁盖尔使画面避
免了拥挤和混乱的组织画面的方式，连
丁托列托也不可能把这样一种挤满人群
的空间画得比勃鲁盖尔所画的更为真实
可信了。勃鲁盖尔使用的手段是，让餐桌
向后延伸到背景中去， 人们的动作从仓
房门旁的人群开始， 一直导向前景和抬
食物的人的场面， 然后再向后通过照料
餐桌的那个男人的姿势， 把我们的眼睛
直接引向形象虽小、地位重要的人物，那
是正在咧着嘴笑的新娘。

在这些欢乐、 然而绝不简单的画
中，勃鲁盖尔已经为艺术找到了一个新
的王国，在他身后，尼德兰的各代画家
们将对那个艺术王国进行全面的探索。

（摘自《艺术的故事》，[英]贡布里希
著，范景中、杨成凯 译，广西美术出版社）

尼德兰画派与意大利艺术的气质在他的
作品中兼而有之

在欧洲有两处小镇都叫作勃鲁盖

尔，它们都有可能是画家彼得·勃鲁盖尔

的诞生地。 一处位于荷兰安特卫普的东

部，距离斯海尔托不远，一处则在比利时

林堡的南部。

彼得·勃鲁盖尔首次出现在 1551 年

安特卫普行会名单中， 换句话说， 1551

年他成为了一名被认可的独立画家。 勃

鲁盖尔在安特卫普的时候，师从彼得·库

克·范·阿尔斯特，并娶了库克的女儿玛

利亚为妻。 最终于 1569 年在布鲁塞尔

过世。

有一位画家对于勃鲁盖尔影响极

大，他的名字叫作希罗尼穆斯·博斯。 熟

知艺术史的朋友应当都知道奇才博斯。

他是斯海尔托人， 可以说得上是勃鲁盖

尔的老乡。虽然按照时间来看，勃鲁盖尔

应该是没有机会成为他的学生了， 但在

这样的环境影响下， 勃鲁盖尔应当是受

到了博斯艺术的影响。 他追求博斯艺术

中那种放荡不羁的表达方式， 通过比较

博斯的《人间天堂》与勃鲁盖尔的《死亡

的胜利》，就可以看出博斯幽默诙谐的方

式对勃鲁盖尔的影响。 之后他在安特卫

普印刷出版商杰罗姆·科克名下工作，而

科克就曾经将博斯的作品制成版画。 科

克发掘了勃鲁盖尔幽默的设计天赋，将

其视作第二个博斯。

勃鲁盖尔被正式视作安特卫普艺术

家的时期， 恰好是尼德兰艺术史上非常

关键的时间段。 当时的他不属于一流艺

术家。勃鲁盖尔的作品缺乏宏大的气质，

也没有古典文化底蕴， 并不具备当时优

秀艺术家的品质。 在老一辈的艺术工作

者看来，勃鲁盖尔的画不够细致，略显粗

糙。在意大利艺术影响至深的年代，他的

老师库克也承袭了意大利艺术， 勃鲁盖

尔也曾前往意大利学习， 可令人疑惑的

是， 勃鲁盖尔的意大利之旅并未对他的

趣味造成影响。 他似乎并没有罗马主义

那般的野心， 与他那个时代的艺术家相

比， 勃鲁盖尔有意识地选择了一条保守

的道路， 直到晚期才逐渐在画中显露出

意大利艺术的些许影响。 在勃鲁盖尔的

作品中，不论人物还是风景，都包含了尼

德兰画派与意大利艺术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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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人物画特立独行， 人物样貌大同小
异，丰富的人物形态却让画面生动不已

除了喜欢直接观察大自然外， 勃鲁

盖尔喜好讲述一些新奇故事。 他怀疑固

有的仪式、怀疑既定的规则，不热爱神圣

之物，他永远寻求新的角度、新的面貌，

永远追求更广阔的有利位置。 他极具想

象力， 过多的想法常常促使他没有时间

弄清细节。他一直乐于展现新的东西，这

种冲动促使他在艺术世界充分发挥自己

的本性。勃鲁盖尔对人物表现能力极强，

他的画面里有众多人物， 但在姿态上却

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他不曾在意表现科

学完美的人物透视， 而是在意人物的动

作， 尤其喜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抓住人

物在运动中不断变化的轮廓。 他所表现

的动作与动机都令人信服。 受到当时意

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影响，16 世纪的尼

德兰艺术家开始绘制裸体形象， 服装更

像是作为一种装饰披在形象身上， 但勃

鲁盖尔并不这样看待人物，在他心中，人

物与服装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

勃鲁盖尔的人物一般都呈现矮胖的

形象， 透视角度自上而下， 人们聚在一

起，笨拙却又灵动，每个人物都有其不同

的形态， 却没有任何一个会让人联想起

学院派的人物，那些直立的、高傲的裸体

形象。 他放弃了尼德兰画家传统的绘画

方法，即详尽地描绘人物的造型与纹理。

勃鲁盖尔制版的经验培养了他忽视细

节，注重整体的能力。 在他的笔下，形象

的轮廓是清晰肯定的， 他甚至不惧怕去

强调人物的轮廓线。 这种将明确的轮廓

线与传统色彩并用的方式， 使他的画面

表面上是复古的，但技法上却是流行的。

勃鲁盖尔没有将主题用传统的构图图式

表现， 而是将目标放在画面主题整体的

原创性设计上。他的经典作品《尼德兰箴

言》中，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浓浓

的尼德兰风情。

勃鲁盖尔不断展现着动作， 对色彩

和线条的细微差别没有太过重视。 他更

在意人的外在而非精神， 更在意类型而

非个人特性。 那拥有铜铃大眼的滑稽又

狡黠的农民头像是一类人的形象特征。

但当勃鲁盖尔描绘大量的人物时， 那几

近类似的面庞形象并不会让画面显得乏

味。 画面的整体感觉削弱了观者对于细

节的评判。 勃鲁盖尔的兴趣并不在于对

人物个体的深入研究。《狂欢节和封斋期

之争》中的人物样貌大同小异，其丰富的

人物形态却让整个画面生动不已。

勃鲁盖尔先去了法国， 随后再前往

意大利。 在 1553 年，勃鲁盖尔曾作过一

幅名为《罗马》的作品。而他所创作的《博

士来拜》 也可以看出他模仿了意大利艺

术的特征与风格。人物比例拉长、动作夸

张， 这些都带有文艺复兴晚期手法主义

的气质，因而有学者会说“勃鲁盖尔作品

中对于古典艺术的引用， 还有被人熟知

的后期作品中农民的不朽形象， 以及其

后期农民绘画和风景画中蕴含的更为流

畅的空间和构图感， 都来自意大利绘画

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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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原本对于人物的关注转移到风景上，这
在 400 多年前是相当超前的意识

在 15 世纪的绘画作品中，人物一般

为画面的中心， 而风景则处于很远的位

置。 即使到了 16 世纪，风景在画面中的

地位依旧不高。 勃鲁盖尔扭转了这种关

系， 他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绘画作品

提出了质疑， 反之将人物形象置于次要

的位置， 把原本对于人物的关注转移到

风景上。 勃鲁盖尔笔下的风景具有深度

与广度，他着力于探索自然的精神，也会

时不时透露个人的喜好。 前往意大利的

途中，勃鲁盖尔经过阿尔卑斯山，他深受

自然壮丽景观触动， 逐渐怀疑传统范例

下的风景表现是否正确。 根据尼德兰画

家卡尔·凡·曼德尔的记载：“大师 （勃鲁

盖尔）消化了阿尔卑斯的山脉与岩石，又

通过他的绘画作品吐露出来。”同时期的

画家在描绘风景时， 多采用陡峭与锯齿

状的岩石以平面向上的方式绘制， 勃鲁

盖尔则选择用对角线的方法深入画面

中，用以展现丰富的远景，《雪中猎人》即

是一例。

尼德兰的中世纪哥特艺术传统与意

大利绘画艺术都在勃鲁盖尔的风景画中

得以展现。 勃鲁盖尔的风景画随着时间

的发展逐渐展现了从微观世界向宏观世

界转变的过程，在这转变中，哥特艺术与

意大利绘画艺术兼容并茂。勃鲁盖尔最初

借鉴林堡兄弟《月历图》的创作模式，绘制

了 1565年的季节组画。这套画原有 6幅，

每幅表现了 2个月的气候特征。他与前人

的不同之处在于，勃鲁盖尔偏向于将人物

与每月的生产置于次要的地位，着重于渲

染不同月份与季节的气氛。这些画的重点

在于表现一年当中自然本身的变化。例如

《暗日 》（二月 ）、《牧草的收获 》（七月 ）、

《归牧》（十一月）， 画面中的景致不仅来

自尼德兰的本土风貌， 还结合了勃鲁盖

尔对阿尔卑斯山脉积雪的记忆。

勃鲁盖尔是保守的。奥托·本内施曾

提到，“勃鲁盖尔从意大利回到故乡后，

马上绘制了《那不勒斯湾》。 这是我们所

知道的勃鲁盖尔最早期的作品， 画中把

握宇宙的恢宏气度中蕴藉着类似的宇宙

图志的概念。同时，球和圆的概念还支配

他的人物画和风景画， 作者以此向观众

传达地球巨大穹庐的感受。”勃鲁盖尔在

有限的绘画空间中展现了非同寻常的张

力， 而这种绘画方法源自于尼德兰画派

的传统， 回想一下帕蒂尼尔、 博斯的作

品，便能够体验到这种画派的特质。从意

大利回到故土的勃鲁盖尔， 非常具有自

己的主见，他不受当时流行艺术的影响，

依旧沿袭尼德兰传统的技法， 他透过现

象看本质， 采用理性吸取意大利艺术精

髓的方式， 为尼德兰艺术注入了更为开

拓的气概。勃鲁盖尔的艺术影响了 17 世

纪的尼德兰画家， 鲁本斯沿袭了他的艺

术技法、伦勃朗则吸收了他的绘画精神。

虽然勃鲁盖尔的画并不完美， 但他无疑

是可与杨凡艾克、 伦勃朗相并肩的尼德

兰画家。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

在这些欢乐而绝不简单的画中
他为艺术找到了一个新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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