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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地理学视阈下的江南绘画审美形态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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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时期江南绘画审美形态已泛化为中国绘画审美的一般性特征ꎬ其地域性特征已趋于模糊ꎮ
作为“本真”意义上的江南画风被“他者”所普遍认同的转捩点在北宋晚期ꎮ 这一时期的江南绘画审美形态既不

包含沉重的政治意涵和主从伦理观ꎬ也没有宗教故事和象征性母题的束缚ꎬ属于一种自由而纯粹的审美表达ꎬ画
面中开放性的意象ꎬ凸显其诗性审美特性和审美价值ꎮ 作为当代江南地区的油画家ꎬ同样也受此地域审美基因

和审美性格的影响ꎬ并将其自觉地融入油画创作之中ꎬ从而实现当代江南风景油画审美体系的本土回归ꎮ
〔关键词〕艺术地理学ꎻ江南绘画ꎻ江南风景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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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地理学在学术界是一个新命题ꎬ也有学

者将其称为“艺文地理”ꎬ认为这一命题还有待

在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中“接受实践的检验”ꎮ〔１〕

从学科分支看ꎬ艺术地理学或艺文地理属于文化

地理学的分支ꎬ其命题的出现自然也是在这种激

动而困惑的动荡中产生ꎮ 将艺术和地理联系在

一起讨论ꎬ虽然不是新的“范式”或思潮ꎬ但至少

不是一个成熟的学术体系ꎮ 目前ꎬ学界对艺术地

理学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及研究问题的基本共识

是:“艺术如何与生产或制作它们的地点发生关

联、决定或被其决定、影响或受其影响ꎻ艺术(和
建筑)是如何与某个民族、文化、地区、国家产生

认同的ꎻ不同地点的艺术与建筑是如何通过传播

或接触发生相互联系的ꎮ” 〔２〕由此可见ꎬ艺术地理

学的问题导向不是简单的环境决定论ꎬ而是艺

术—人—环境之间的共生问题ꎬ既需要梳理环境

如何塑造了人类的审美差异ꎬ又需要了解不同差

异的审美本体如何生产艺术作品ꎬ并反思艺术如

何与审美本体在历时性的过程中发生沿袭现象ꎬ
从而揭示地域审美文化及艺术风格与地域“景
观”之间的关系ꎮ

一、江南及江南绘画审美的本质

江南作为地理名词ꎬ我们耳熟能详ꎬ但作为

地理范围ꎬ其实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ꎮ 学者在

定义江南的地理范围时多使用李伯重的“八府一

州”说ꎮ 不过ꎬ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来看ꎬ“八府

一州”说仅仅是李伯重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域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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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括ꎬ正如他自己所言ꎬ由于江南一词不是正

式的行政区域ꎬ所以后人运用也比较随顺ꎬ是江

南作为地理范围没有统一界定的根源所在ꎮ〔３〕研

究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多侧重于江南经

济活跃度的范围ꎬ以此替代地理上的江南范围ꎻ
研究文化史的学者ꎬ则以文化的厚度替代地理的

广度ꎮ 为了在学术研究中寻得共识ꎬ也有学者主

张将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视为江南的核心区

域ꎬ而将周边与其关系紧密的区域视为其“外

延”部分或“漂移”现象ꎬ如宁波、绍兴、扬州、徽
州可纳入“外延”部分ꎬ而所谓“塞上江南”“陇上

江南”“邹鲁小江南”等地域名称可视为江南“漂
移”现象ꎮ〔４〕

在当代ꎬ人们对江南地域界定的认知也随着

都市文化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所变化ꎬ如国内学

者认为“在江南文化的现代转换与当代形态建构

的意义上ꎬ人们熟知的长三角城市群已成为传统

江南文化的主要载体与最新形态”ꎮ〔５〕 学者们之

所以将长三角城市群视为古代江南的当代形态ꎬ
源于当代长三角地区延续了传统江南的两个基

本面ꎬ即地理上的基本重合和海派文化对江南诗

性文化的延续ꎮ 此外ꎬ长三角地区在全国绝对领

先的经济优势与明清江南“物产丰富”之间的关

联也极为密切ꎮ 当下ꎬ长三角经济发展步伐日益

加快ꎬ特别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

略的实施ꎬ发展与经济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则显

得格外迫切ꎮ 关于江南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

门“显学”ꎬ〔６〕 政府和学者都意识到“本土软实

力”的重要性ꎬ开始对江南传统文化精神的当代

阐释及应用进行布局ꎮ
关于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ꎬ学者多有阐释及

定义:以刘士林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江南文化有别

于巴蜀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的本质就在于

其“审美———诗性”特征ꎮ〔７〕 文化所包含的范畴

极其广泛ꎬ如神话、婚姻、政体、阶级、官职、宗教、
学术、教育、艺术等ꎮ〔８〕如果将众多文化范畴的本

质特征都归于一元论ꎬ必有不妥之处ꎮ 因而也有

学者试图给予江南文化以二元结构或双重内核ꎬ

认为除了“诗性审美”之外ꎬ江南文化还应该有

“实用理性”的本质ꎬ〔９〕 属于“剑”与“箫”的二重

演绎等ꎮ〔１０〕

江南地区在地理上占据了中国最重要的河

流水系ꎬ享有得天独厚温暖湿润的气候ꎬ自古以

来就有着发达的经济与丰富的人文ꎮ “三生花草

梦苏州”“世间乐土是吴中”的江南ꎬ自唐宋以来

就是人生的理想归宿ꎮ 与其他区域审美文化可

能更多受制于礼教、道德、宗教的制约不同ꎬ江南

文化中审美精神的产生是一种“饱暖思淫欲”语
境下的审美快乐ꎬ是超功利的诗意审美ꎬ其“诗
性”审美特质在诸多文化领域中独树一帜ꎬ并在

江南绘画审美形态中表现突出ꎮ
就江南地域性的绘画审美而言ꎬ和其对应的

“诗性”审美ꎬ应该以晋宋“陶体(陶渊明)”“谢体

(谢灵运)”为代表的田园诗和唐代中后期以“王
右丞体(王维)”为中心的山水诗为主ꎬ特别是王

维的山水诗ꎬ “能将诗情、画意、禅理高度结

合”ꎬ〔１１〕自宋代以来几乎成为山水诗的典范ꎮ 王

维之诗具有“如空中之音ꎬ相中之色ꎬ水中之月ꎬ
镜中之象”般的“别趣”ꎬ〔１２〕 也即禅意ꎬ注重意象

的开放性ꎬ使其自现于读者眼前ꎬ为读者提供了

一个自由的审美空间ꎮ 虽然山水画和山水诗在

魏晋时期就已出现ꎬ但将“诗性”与江南绘画审

美形态共同观照的肇始时间为北宋晚期ꎬ正如叶

维廉指出:
北宋末到南宋有一种新的美感感性抬

头ꎬ这种感性在美学的书写上、在画的境界的

发挥上ꎬ是幽远深微ꎮ〔１３〕

在北宋晚期ꎬ富有禅宗审美精神的王维山水

诗歌深受文人推崇ꎬ其山水画风在文人眼中也有

着极高的地位ꎬ如韩拙认为王维“文章冠世ꎬ画绝

古今” 〔１４〕ꎻ苏轼认为其“诗中有画ꎬ画中有诗”等ꎮ
然而ꎬ王维的画风在北宋晚期其实并没有一个明

确的认知ꎬ其风格特征已经变得十分模糊ꎮ 宋人

发现“江南画”的画风与王维诗意相匹配ꎬ遂将

其归在王维名下ꎮ
又多以江南人所画雪图命为王维ꎬ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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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清秀者即命之ꎮ 如苏之纯家所收«魏武读

碑图»亦命之维ꎮ 李冠卿家小卷亦命之维ꎬ
与«读碑图»一同ꎬ今在余家ꎮ 长安李氏«雪

图»与孙载道字积中家«雪图»ꎬ一同命之为

王维也ꎮ
王士元山水ꎬ作渔村、浦屿、雪景ꎬ类江南

画后与王晋卿ꎬ命为王右丞矣ꎮ
王晋卿收江南画小雪山二轴ꎮ 云王

维笔ꎬ非也ꎮ〔１５〕

烟云弥漫、水天一色的江南地域景观造就了

江南山水画“平淡天真”ꎬ富有“真意”的画风ꎬ属
于去主题化的一种自由审美和抒情性表达ꎬ与王

维“不涉理路ꎬ不落言筌”ꎬ极富禅理的诗风相

符ꎮ 宋人之所以将“江南画”归在王维名下ꎬ与
王维诗歌在审美意象上的一致性有关ꎬ江南绘画

的“诗性”审美也源自宋人将王维之诗和江南之

画的结合ꎮ
根据中国古代美术史的经验ꎬ主流审美意识

的引领者主要为皇室成员和文人士大夫阶层ꎮ
北宋晚期ꎬ江南绘画的“诗性”审美已跨越地域

限制ꎬ成为国家正统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ꎬ并在

后世继续影响画坛并产生重要的审美价值ꎮ 这

一时期江南地域性的绘画“诗性”画风由朝野边

缘转向核心的表征有三点:皇室成员和文人群体

普遍认同并推崇江南画风和江南画家ꎻ主流画家

追摹江南画风ꎻ江南画家的作品普遍流行于收藏

界ꎮ 因而ꎬ这一时期江南绘画审美形态独具的

“诗性”ꎬ即其本真性ꎬ也被视为江南绘画审美的

本质特征ꎮ

二、北宋晚期对江南绘画审美形态的认同

北宋初期ꎬ被誉为“百代标程” 的“三家山

水”把持着宋初画坛ꎬ即“营丘李成ꎬ长安关仝ꎬ
华原范宽” 〔１６〕ꎮ 从地理位置看ꎬ他们分别生活在

关中、中原、齐鲁一代ꎬ与江南“八府一州”的地

理范围基本无涉ꎬ甚至连刘士林所谓的“外延”
的边缘都未能达到ꎮ 在宋初虽然有许多从南唐

俘虏或归顺的江南籍画家存在于朝野ꎬ如徐熙、

唐希雅、董源等ꎬ但此类画家一般被归在“野逸”
一派ꎬ并未进入“皇家富贵”的正统审美体系ꎮ

然而到了北宋末期ꎬ朝野内外都出现了鲜明

的审美转向ꎬ北方画家及画风常常被文人所贬

抑ꎬ而董源、巨然、徐熙、唐希雅等江南画家及江

南画风逐步走向宋人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的中

心ꎮ 如米芾在评价北方画家时认为:范宽“深暗

如暮夜晦暝ꎬ土石不分”ꎻ“关仝人物俗”ꎻ又言自

己作画“无一笔李成、关仝俗气”ꎮ〔１７〕但在提及江

南画家及画风时ꎬ米芾的审美态度却截然不同ꎬ
认为江南画家董源“平淡天真多ꎬ唐无此品ꎬ在毕

宏上ꎬ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ꎮ 江南画家刘常

“气格清秀有生意ꎬ固在赵昌、王友上” 〔１８〕ꎬ从中

不难发现其“厚南薄北”的贬扬倾向ꎮ
这种贬扬主要表现为对当时甚为寂寥

的ꎬ以董源、巨然、徐熙等为首的江南画风的

褒扬ꎬ与对当时极为兴盛的ꎬ以荆浩、关仝、李
成、范宽、黄筌、黄居寀为首的北方画风的贬

抑ꎮ〔１９〕

“厚南薄北”的审美趋向并不仅仅表现在米

芾身上ꎬ如沈括在评价黄筌和徐熙时ꎬ也认为北

方黄筌一派的画风在气韵上“不及熙远甚”ꎮ〔２０〕

然而在宋初ꎬ两位画家在美术史书写中还处于平

等的画史地位ꎮ 更重要的是ꎬ这种“厚南薄北”
的审美趋向还体现在绘画创作领域ꎮ 北宋晚期ꎬ
画家在艺术创作中也多取法江南画风ꎬ且多半以

宗室画家为主ꎬ如亲王赵頵“善虾鱼蒲藻ꎬ古木江

芦ꎬ有沧州水云之趣”ꎻ宗室赵令穰“画陂湖林

樾、烟云凫雁之趣”ꎻ武臣梁师闵“长于花竹羽毛

等ꎬ取法江南人”ꎮ〔２１〕

江南地域中烟云弥漫ꎬ水天一色的自然景观

还改写了“高远、平远、深远”的北方绘画体系ꎬ
以“阔远”“迷远”“幽远”造就了宋人新的山水画

形态范畴———这既是对江南绘画审美形态的诠

释ꎬ也代表着江南自然景观的典型特征ꎮ “阔

远”反映了江南地区平坦宽广的平原型地理特

征ꎬ而“迷远” “幽远”则与江南地区多雨多雾的

气候环境息息相关ꎮ 在北宋末期ꎬ作江南烟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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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宗室及文人画家不断涌现ꎬ如赵令穰“不忘

烟雨罩鸳鸯”、 赵士暕 “ 飘然寄兴于烟霞之

外”ꎬ〔２２〕王诜的存世作品«烟江叠嶂图»就是典型

的江南烟雨图ꎬ米芾和其子米友仁的存世作品也

“多以烟云掩映树木”ꎬ一派江南意象ꎮ 除此之

外ꎬ像宦官邵少微、宫廷职业画家和成忠、田逸民

等也多作江南烟雨山水ꎮ〔２３〕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ꎬ北宋晚期居于开封的

文人及宗室成员对江南画风的认可与推崇可以

视为是江南文化的“北漂”现象ꎮ 在北宋早期ꎬ
由于南北统一ꎬ江南区域性的绘画审美形态虽然

以“他者”的身份“漂移”至当时的政治中心ꎬ但
并未进入其审美意识的核心领域ꎬ即没有获得皇

室阶层和文人阶层的普遍认同ꎬ而是以“野逸”
的状态存在于宋人的美术史叙事中ꎮ 直到北宋

后期ꎬ江南绘画审美才彻底扭转了以北方“景

观”为主的绘画审美体系ꎮ 这种朝野内外的审美

转向也影响皇帝的审美趣味ꎬ自宋徽宗即位之

后ꎬ北方“大山堂堂”的山水画形态彻底失宠ꎮ
从艺术地理学的视角看ꎬ北方高远、平远、深

远的崇高式山水画之所以蕴含着北宋儒教“理
学”主从观念的宇宙观和秩序感ꎬ〔２４〕一方面因其

在长期居于主流的审美观照中被赋予太多的文

化属性ꎻ另一方面ꎬ在地域环境的本体形态上ꎬ北
方高山仰止、群峰林立的自然景观ꎬ也为主从伦

理观念的象征性提供了比拟的可能ꎮ 而“阔远”
“迷远”“幽远”的江南审美图式无关伦理道德ꎬ
无关主从秩序ꎬ甚至无关政治意涵ꎬ属于去主题

化的一种自由审美和抒情性表达ꎮ 在宋人看来ꎬ
其真正的内涵是“备画文理诗意用之” 〔２５〕ꎬ也即

“诗性”的体现ꎮ “诗者ꎬ吟咏情性也”ꎬ〔２６〕 这是

宋人对诗的定性及定义ꎬ他们对画意的审美需求

基本和诗相符ꎬ即“吟咏情性”ꎬ这是一种“纯粹

的”审美关系ꎬ和北方山水所背负的沉重的主从

观念及伦理道德有着本质的区别ꎮ
“平淡天真”的江南绘画中营造的开放性意

象ꎬ为观者提供了多元的审美想象ꎬ并可从中寻

找自我的“诗性”体验ꎬ具有“澹然无极而众美从

之”的审美品格ꎮ 江南地域的自然“景观”造就

其艺术“景观”ꎬ江南山水画也形成了“诗画”的

审美体系ꎬ这其中蕴含着审美自由之精神使其进

入了朝野审美体系的中心ꎮ

三、开放性意象与当代江南风景油画创作

蕴含着审美自由精神和开放性意象形态的

江南山水画与江南地域景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ꎬ至今依然滋养着生活在这一区域画家的审美

意识ꎬ即使是被西方文化浸透的油画艺术ꎬ在江

南风景画家的笔下同样显示出传统审美基因的

本真性ꎮ
研究中西绘画形态比教学的学者多着意于

两者之间的异质性ꎬ而忽视了相似点ꎮ 江兆申曾

指出ꎬ南宋马远、夏珪作品中的透视效果就与西

方绘画有类似之处ꎮ〔２７〕 其实ꎬ风景油画与宋代江

南山水画之间的相似性除了透视感、写实性、空
间感等因素外ꎬ〔２８〕 还在于其意象的开放性ꎮ １９
世纪法国画家柯罗和英国画家透纳、康斯特布尔

的诗意风景画或“田园风格”ꎬ和江南山水画也

有某种相似之处ꎬ两者都意在追求自然的真实和

具有“真意”的风景ꎬ让抒情的诗意自显于画面ꎮ
如德皮尔所言ꎬ从田园风格中我们可以“大自

然的任意随想ꎬ而不是文质彬彬ꎻ我们在这种风

格中看到大自然的朴素无华ꎬ不加造作” 〔２９〕ꎬ这
是一种“不涉理路ꎬ不落言筌”的创作观ꎮ １２ 世

纪的中国江南画家与西方画家的画风之所以能

产生这种“异曲同工之妙”ꎬ其根源就在于两者

地域特征的相似性ꎬ也源于创作主体对自然景观

相似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表达ꎮ 如透纳对空气、烟
霭、水雾等物象的审美表现有着卓越的研究ꎬ法
国画家柯罗雾气弥漫的诗意风格和银褐色的画

面基调宛若江南山水画ꎬ这与两国湿润多雾的气

候环境密不可分ꎮ〔３０〕 烟雨朦胧的自然景观之所

以引发诗意ꎬ是因为其雾里看花的模糊性和迷离

感ꎬ激发了画家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表现欲望ꎮ
不过ꎬ要在画面中制作开放性的审美意象ꎬ

并非易事ꎮ 宋代画家宋迪在指导陈用之作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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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将绢纸蒙在一面破败的墙壁上ꎬ然后“朝夕

观之ꎬ观之既久ꎬ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

山水之象”ꎮ〔３１〕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也有着极其

相似的审美体验ꎬ试图从“一堵污渍斑斑的墙面

或五光十色的石子” 中找到构思风景画的灵

感ꎮ〔３２〕英国 １９ 世纪的水彩画家亚历山大科仁

斯也利用污渍斑斑的“墨迹”而发明了能“帮助

发明原创风景构图的新方法”ꎮ〔３３〕

然而ꎬ 不管是宋迪所言的 “败壁”ꎬ 还是

达芬奇眼中“污渍斑斑的墙面”ꎬ或是科仁斯

的“墨迹”ꎬ都是自然景观中的开放性意象ꎮ 对

于艺术创作而言ꎬ模糊的、不确定的自然景观只

能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某种灵感ꎬ艺术家们最终

还需要在作品中有意制作开放性的意象ꎬ让观者

在视觉审美的过程中自发地对画面中的各种母

题“完型”ꎬ从而对画面产生诗意的审美ꎮ
关于如何营造开放性意象这一命题ꎬ宋代江

南山水画家的经验显示ꎬ画面中轻松的笔触和模

糊而又灵活的图式母题是产生开放性意象的关

键ꎮ 如沈括在解读北宋江南画家董源和巨然的

作品时提到:“大体(董)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

观ꎬ其用笔甚草草ꎬ近视之不类物象ꎬ远观则景物

桀然ꎬ幽情远思ꎬ如观异境”ꎮ〔３４〕 这种模糊的、不
确定的图式母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江南烟雨弥

漫、温润潮湿的地理环境所造就ꎮ 基于这一地域

景观而创作开放性的意象ꎬ在当代江南风景油画

家的作品中同样有所体现ꎬ他们“几乎都撇开了

阳光明媚的景致ꎬ而着意表现雨雪烟雾中的江

南ꎬ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色彩语言上对于中国诗

性文化的表达与创造” 〔３５〕ꎮ 当代学者将这种极

具江南审美性格的油画形态命名为“意象油画”
“写意油画”或“文人油画”等ꎮ 如果就画面反映

的地域特征和审美基因而言ꎬ“江南风景油画”
的名称似乎更符合这些绘画中江南审美文化的

历时性和地域性特征ꎮ 而与此对应的“江南风景

油画家”ꎬ我们也不必将其定义为生于斯、长于斯

的江南籍画家ꎬ凡是对江南地域景观有着深刻体

验ꎬ并能在油画作品中反映江南诗性审美特征的

画家ꎬ都可归于这一行列ꎮ 尚辉曾在“２００５ 中国

意象油画邀请展”上提到过一个现象:
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和寻觅意象油

画的现象与轨迹时ꎬ无意发现:具有意象特征

的油画家大多聚拢于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
三地ꎮ 这种历史现象似乎揭示了意象油画和

董其昌“南北宗论”有关南宗绘画艺术特征

之间的内在联系ꎮ〔３６〕

“长江三角洲”和“江、浙、沪”其实就是刘士

林所定义的传统江南文化的主要载体与最新形

态ꎬ尚辉将这一现象和董其昌“南北宗论”有关

的审美传统联系在一起ꎬ也为吴冠中、苏天赐、王
流秋、汪诚一、沈行工、邱瑞敏等江南油画家的风

格特征及创作思想厘清了源头和历史承续ꎮ 虽

然这些画家似乎并不在意所谓的“正统”ꎬ作品

与接受者产生共鸣的地方在于其中的“真意”和
开放性的意象ꎮ 这份“真意”除了向传统审美形

态的主动回归ꎬ也是由江南地域“景观”的自在

而生发的审美自觉ꎮ 正如苏天赐所言:
我在苏州画风景时ꎬ感觉到江南的风景

最美的时候ꎬ是在薄云遮日之时ꎬ下着濛濛细

雨之时ꎬ层次特别丰富ꎬ色彩十分微妙ꎬ江南

风景的特点才能显现出来于是我画江南

就比较多的画阴天ꎬ画梅雨天ꎬ只有这样才能

特别显出它的比较微妙的颜色ꎬ显出它特有

的情调ꎮ〔３７〕

烟雨迷蒙的自然景观ꎬ是古今画家表达审美

意象的最佳形态ꎮ 然而ꎬ江南风景油画审美体系

的传统回归ꎬ并非简单地用油画语言复述山水画

的图式母题ꎬ学习传统审美意识的同时挖掘江南

地域景观中的色彩谱系ꎬ表现传统笔墨趣味的同

时重视油画本体语言特征ꎬ都是需要解决的问

题ꎮ 关于这一点ꎬ当代江南风景油画家们不断实

践和探索ꎮ 如吴冠中将传统绘画的笔墨语言与

现代绘画的构成意识相结合ꎬ营造了简约抒情的

“画意”ꎬ无形中将观者引入“诗情”想象之中ꎻ苏
天赐在表现江南烟雨迷蒙的自然环境时ꎬ在弱化

色彩对比的同时ꎬ又开拓了更加柔和的色彩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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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愈发丰富的灰色调ꎻ沈行工在借鉴传统江南审

美意象的同时突出对油画本体语言的研究ꎬ其画

面对“绿色江南”和“蓝色江南”等色彩谱系的研

究方法新颖而深入ꎮ 在当下致力于江南风景油

画实践创作的画家群体中ꎬ观者不难发现他们在

画面中探索“符合潮湿环境和气候特征”的努

力ꎬ以及营造开放性意象时对江南传统绘画审美

形态的借鉴和利用ꎮ
正如东山魁夷所言:“风景之美不仅仅意味

着天地自然本身的优越ꎬ也体现了当地民族的文

化、历史和精神ꎮ” 〔３８〕对于当代江南油画家而言ꎬ
虽然人文景观已经今非昔比ꎬ但江南的地域特征

或自然景观并未发生太多改变ꎬ基于共同地域特

征而生发的审美基因和审美性格ꎬ依然深深地烙

在他们的审美情感和审美意识当中ꎮ 当下ꎬ处在

全球化时代中的艺术家ꎬ虽然被各种艺术观念和

艺术风格所裹挟ꎬ所背负的文化包袱也更为繁重

和复杂ꎬ但我们不妨卸下包袱ꎬ体察两宋江南画

家如何表达自然景观中的“真意”和“诗意”ꎬ寻
找其绘画审美形态中最打动人心的“平淡天真”
之处ꎬ进而构建“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当代

江南风景油画审美体系和批评体系ꎬ这亦是本文

研究艺术地理学的意义所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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