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与规划研究】 

浅析中国山水画所蕴含的城市设计理念 
◇李海申 

摘 要 ：从 自然环境 自律性的视角，去研究中国山水画里所蕴含的城市设计意境观 ，通过研究前人优秀的 

作品结合实践创作来分析中国山水画里自然环境的构成特征、表现手法以及其所体现的审美趣味、意蕴情致、 

语言个性及价值取向。同时，从中国山水画里 自然环境观所表现的特征 中去分析其现代城市设计的构成 因素和 

精神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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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 自然的关系是山水画里所蕴含的自然环境观永恒 

的主题，造境的主旨始终围绕着造化的观念来进行。山水 

画发展了一千多年，因为意境的存在使山水画和山水城市 

具有了思想 ，而没有简单地走 向风景画和简单地建筑拼 

凑的道路。自然环境观也就成了画家们通过 自然山川I言 

说自身人格精神的一种追求，而这种精神追求具体落实 

到城市设计上首先是对地域空间整体布局的设计。设计 

是构图中布局上的走势，重心的平衡使画面取得生动视 

觉效果 的手法，在空间上造成局势的倾向性 ，对视觉产 

生向导性和冲击力，从形式上达到协助意境表现的目的。 

章法上切忌 “平”如 山水画中的题款 ，无论是通篇 的章 

法，还是个别字的结体，都要讲究在险绝中求平稳 、在 

变化中求统一的设计艺术效果 。不同的取势 即产生不 同 

的视觉心理效果 ，如 ：上重下轻有压抑 、空灵之感 ，下 

重上轻有高山坠石的稳重美。王蒙的 《青卞隐居图》反 

映的是他对绘画方法的认识 ，他将峰峦重叠、山径迂回、 

丛林茂密 的吴兴卞山一带的丰富景致统一在 了一个气脉 

贯通的山势走向之中。仔细分析这幅画面的整体走势， 

王蒙是用以大观小的观察方法来概述山体林木的形象结 

构的。从全局来看部分，左下密林墨色浓重丰富且鲜明， 

面积占据画面三分之一，与其上着笔墨不多的块峦和一 

笔未染 的小溪形成了画面中对 比最为强烈的部分 ，山体 

自左下蜿蜒至左上 ，上下两块 白形成呼应 ，画面平稳变 

化，笔法多变。在统一的大势中他又通过远处的几组参 

差而出的夹壑、密林来打破全局的单一形式 ，使观众随 

主脉而上的同时又能步步游于其中章法的统一与变化， 

从而给观众一种视觉与心理上的平衡。形成了一个使观 

众 “仰山巅、窥山后、望远山”的一个采取数层视点的 

节奏变化的空间。气势恢宏，显示出 “洪荒浩瀚”的艺 

术境界。 

章法设计寓于势，笔墨和设计思想相生之道全在于得 

势 。无论一幅山水画还是一座城市的设计如果 四平八稳 ， 

则不见气势。陆俨少先生曾说： “破平之法是在险绝。”在 

得险绝之势上陆俨少先生身体力行所绘诸多画幅笔势恢宏， 

深得自然变化无穷之气韵。 《满峡重江水》 《自云绕岭》 

均在险绝之势上堪称经典。其起于斜势 ，结于斜势 ，而其 

承转处的横加流云或飞瀑，亦取斜势，起落足，收束紧， 

显得左右逢源气脉贯穿，使画面产生流荡的气势，达到气 

韵生动的境界。 

山水城市设计的表现和 中国山水画章法的势有时可 

以反为之，即欲上先下、欲左先右、欲圆先方。也可自 

然而得，即随物象而势不刻意经营。锦里可谓设计得势 

而反之 ，浑然一体。意蕴深远，平远纵深，三远结合 ， 

得 自然之 “反”展现了可望 、可行 、可游 、可居 的境界 

特征。同时也展示了设计师在总领成都市文化全局的基 

础上对规划 的合理安排 ，也是 中国山水城市 自然环境观 

升华到一定高度的必备的要求层次——“意”和 “韵”的 

要求。 

中国山水画和城市设计意境强调物我合一，主体对客 

体的认识程度会直接影响其对整体章法的安排和设计，因 

此中国山水画的认识主体在乎心，在目视而心领神会才能 

对 自然客观事物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所谓 “山川与予神 

遇而迹化”，即在创作中不拘泥于真实山川，也就是以自然 

为基础形象经过画者的精心神会而重新设计以达到心灵上 

对自然的体悟。 

宽窄巷子单纯而简洁，整个建筑群以青砖黛瓦为主色 

调，疏密有度，错落别致 ，动态多变而统一。一盏茶 、一 

桌麻将、一缕阳光、一曲龙门阵⋯⋯无不勾勒m成都的个 

性文化和人文的情怀，宽窄巷子是成都的一张名牌 ，也是 

中国的一张名牌。树荫下、竹林旁、流水边无不洋溢着设 

计师的山水理念和自然感官。 

由此可以看出城市设计在表达物象的过程中并没有依 

据物象的表面现象，而是根据事物内在生命力的特征进行 

大胆取舍，从而对宽窄巷子进行 内在的把握——心灵上的 

体悟。 

心灵的体悟是作者人格上的流露和思想上的升华，它 

由作者的艺术修养、个性气质、生活阅历的不同而表现不 

同。比如：徐青藤性格狂放傲慢才思敏捷，所作泼墨大写 

意笔墨势态迅速、多变、豪放跳跃、淋漓尽致，在设计理 

念和章法气度中追求超脱清新、奔放外张。而八大山人则 



冷逸奇倔 ，沉静稳健，其作品内涵及外在形式均表现出严 

谨内敛、世态炎凉。其情思、心境都将本身的经历个性 

气质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其作品中，所以心灵上对自然环 

境观的设计才是一种深层的、内在的、有生命力的审美 

特征。 

中国山水画自然环境观的总体营造是画家精神气质和 

综合素养的集中体现，物象在被结构化和笔墨符号化的过 

程 中，每个局部的符号和程式在 自由组合的同时也就形成 

了自身的 “精神面貌”和 “笔墨特点”。作为山水画的符号 

语言，其本身的提炼和概况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是集中 

的而非普遍的。其物化过程体现的正是意象化的思维方式 

与 “以一形体得全体的意味”的符号观念。 

从李成 、范宽、郭熙、倪云林等画家的作品中可以看 

出，不同意境的作品有着与之相应 的画材及表现形式。即 

从 自然物象的物理特征去剖析城市物象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 

所以从他们的作品中对程式符号的运用既能保持物象的真 

实性又不失其笔墨结构的创新性 。这源于他们对物象程 

式符号化的深刻认识。中国山水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 

渐形成了一整套 复杂有序的形式和符号典范 ，这都是画 

家和设计师们在观察生活对客观物象的典型化结果 。山 

水画造境的具体化便是将 自然界中物象结构化的笔墨符 

号来展现，从而达到画家本身心境的升华。比如：范宽 

的豆瓣皴、王蒙的牛毛皴、倪云林的折带皴等，都是用 

特定的笔墨运动的变化来表现山体的物理皴法 ，将笔墨 

依存在特定 的构成结构之 中，表现出有特点的艺术形式 

和结构符号。 

这都是设计师本身对现实客观物象典型化的结果 ， 

是对现实生活中一花一木一山一石的具体符号化的精神 

提炼，同时也是其本身养成良好笔墨习惯的有效方法。 

不同的物象有着不同的结构变化，即使是同一个物象 

在不同的情况下其结构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现象，比如同样 

一 棵树在不同的季节会表现出不同的生长变化 ，同样一块 

石头在不同的天气状态下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这 

就要求在面对客观物象的同时既要尊重客观物象又要对客 

观物象有所提炼。 

倪云林的 君子图》全图分近、中、远三景，中景 

是一片湖光，实为空白，远景和近景笔法结构一致，并无 

近实远虚之分，但远近效果明显。画中山石用健劲的长线 

写出，笔墨枯中含润，然后用干笔在右下部结构处干擦几 

笔 ，最后以浓墨点苔。树干用干枯 的墨色粗写大概 ，树 

叶和枝干以不同的笔法层层叠加 ，笔法灵活 ，墨色稳重 。 

远处的山和近处 的坡虽然笔法相同 ，但 由于用笔速度相 

对较快，所以更为潇洒灵动。整幅作品潇疏淡远，意境 

清幽荒寒，一片萧索孤寂之情。由此可以看出，倪云林 

除 了自己的修养之外还是非常注重画面的构成 和笔墨符 

号表现的。他不仅把太湖领域的地理环境用折带皴表现 

得淋漓尽致，而且注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使画面出奇得 

引人人胜。 

空间关系辽旷空远，意蕴深长 。他的这种笔墨运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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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问表现恰恰符合 了太湖流域的 自然环境，可以看出倪氏 

在师造化的同时对自然环境体验的入微与精准。再如从李 

可然的写生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衬托一组树的空间关 

系时，一般把前面一两株树的用笔和用墨都重一些，并用 

枯笔顺势皴擦，或用淡墨渲染，突出其形体结构，后面的 

树就用淡墨虚笔轻轻砸出其外形，略加渲染使其变得虚一 

些 以加强空间的纵深感。一幅画的最后收拾其实就是对画 

面的空间关系和整体视觉效果的一个调整，要其实中有虚， 

虚 中含实 ，这样画面中的空间关系及笔墨表现才会更加明 

确。 

从山水画的笔墨风格与山石结构的关系来看城市造 

境，物象的整体结构往往是由一些笔墨关系的小单位，按 

一 定的笔墨规律来排列 ，重复生成 ，如皴法 的排列。造 

境 中一些程式语言的组合意识 ，包含了一些笔线 、墨韵 

的节奏 、虚实等对 比。这些程式语言并没有固定的统一 

模式而是基于画面语言形式和画家本身的想法，经过系 

统 的组织获得相应的表现力，从 而确定其笔墨特点和画 

面的空间关系。 《锦江晚秋》是在基于三远法的基础上 

进行的创作，为了表现深秋时节锦江两岸的那种萧条、 

冷凄的画面意境，画面前的两棵大枯树以近似倪云林表 

现枯树的方法以枯笔淡墨中锋写出，树枝用线较短 ，再 

以淡墨点 出树上飘零 的碎叶增强画面气氛。画面下方 以 

一 条俯视 的小路往画面的纵深发展 ，树 的后面隐约出现 

江边上的亭子以便把画面的空间感再推进一层，其后便 

是渺渺寒江之水把整个画面联系在一起 ，树头上端一抹 

似浮云的白带横截画面 ，从云带深处再生出树枝既加强 

了画面的空间感又突出了意境的表现力 。此 幅作品对笔 

意的强调与 自觉 ，对笔势生成 的总结 ，都是 围绕着造境 

的气氛来展开的。造境风格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画 

家的笔墨和建筑师的设计形式来实现的。 

城市设计在表现画面自然环境观的同时要注重对建筑 

形式和空间结构的表现，对造化自然的重新认识和精神提 

炼进行技法探究。而山水画的造境除了借此来实现真情实 

感的渲泄以外，每个造境的环节还包含着其心酸的人生历 

程，这种人生历程促使了山水城市设计的发展，与此同时， 

设计师本身也得到了精神空间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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