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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艺术中体验水墨画之魅力
) ) ) 水墨动画唐诗百首创作随想
薄芙丽, 王海智, 赵
( 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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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基于计算机绘图理论, 以精选百首唐诗为蓝 本, 以/ 媒介0 作为 切入点, 以三维数 字无纸动 画技术

为依托, 以中国特有的传统水墨绘画艺术 形象为 特征, 借助数 字绘图 板和模 拟毛笔 质感的墨 迹, 表现奇 幻的
画面效果; 将绘画、
动画、诗歌艺术与现代新 媒体相 结合, 研究中 国水墨 画在动 画艺术 中的视 觉呈现 , 以 此承
传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和推动艺术的革新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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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水墨动画5小蝌蚪
找妈妈6、
5牧笛6, 以其艺术形式和内涵的完美结合,

化的冲击和影响的过程中, 为保持传统绘画的纯粹
性和独特性的地位, 维护中国传统绘画纯粹性的文

视觉语言的极致发挥, 民族艺术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

化诉求, 坚守其独立的中国民族文化而界定的身份。

国际上享有盛誉, 曾获得多项大奖, 影响了一代人。
它的成功表明中国本土的动画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
在国际上的魅力

[ 1]

。

然而, 随着国际动漫产业的持续升温及我国动
画播出市场的开放, 在日美动画强国的压力之下, 我

1985 年文化热兴起之后, 再度受到西方文化强
烈影响和冲击的美术界对/ 中国画0的概念又进行了
重新的思考, 即把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水墨从众多
概念中抽离出来, 让其取代/ 中国画0概念, 成为与中
国传统文化相关的绘画的总体名称 ) ) ) / 水墨画0[ 2] 。

们愈来愈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放弃了自己的传统, 丢

/ 水墨画0一方面强化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墨分

掉了自己的市场和民族文化观念, 失去应有的观众

五彩的视觉特征和文化特性, 另一方面又期待通过

群体。似乎中国本土的动画语言在现代人身上没有

以物质材料特性的命名, 使水墨画能像油画一样没

传播的可能。表面看是由于市场因素导致的, 但究

有民族隔阂地向世界广泛传播, 使其获得同样的国

其根源是丢掉了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由此便引发了
我们深刻反思。

际身份。
水墨画以其独特的笔触与运墨设色以及所强调

动画借鉴传统造型形象有利条件很多, 因为几

的/ 意境0、
/ 传神0等水墨神韵, 蕴含着中华文化固有

千年形成的中国本土艺术语言有着恒定的基础, 从

的思想, 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绘画风格和美学价

本土文化中寻找动画艺术元素, 选择一种恰当的手

值。然而, 当我们试图以计算机绘图方式产生具有

法用于动画表现,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重新解读

中国水墨画视觉效果的影像时, 是以数学、
逻辑运算

和塑造我国的传统文化, 从文化传承的血脉上来把

作为绘图工具, 与传统绘画/ 执笔0 及/ 运墨0完全背

握动画的生命线, 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道而驰。

一、中国水墨画的特征

二、三维数字无纸水墨动画的研究

/ 中国画0的概念是 20 世纪早期在面对西方文

从当代动画艺术艺坛中, 我们看到已经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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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尝试素描、钢笔、水彩画等风格的数字作品,

如: 以人物头部的描绘为例, 头部包括了眼睛、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对而言, 以计算机绘图产

眉毛、嘴巴、鼻子等五个主要笔触。在建造模型时,

生的中国绘画风格的动画作品及研究还仅是开始。
这显然与水墨材质的随机性特点有关, 如果想让水

将每一个笔触视为各自独立的模型, 并且针对上下
眼睑的粗细、
眉毛的浓淡、
鼻子的转折等调整模型和

墨在数字艺术中保持自身的生命力, 就应该尝试它

笔触, 根据每一笔划落笔、
起势、收笔, 分别模拟了不

的新的可能性, 或许在传统之外还另有新径。

同的笔法及运墨, 使型与墨色相得益彰。

水墨画主张 / 以形传神0、/ 形神兼备0的意蕴;
讲究气韵生动、骨法用笔、
应物象形、
随类赋彩、
经营

( 三) 色彩设定
中国绘画色彩也与西方绘画的层次分明、
冷暖

位置、
传移摹写的技法; 强调/ 焦、
浓、
重、
淡、
清0的墨

呼应不同, 是依据该物体固有颜色为基准并给予概

色的变化, 以此来表现自然万物的形体结构、质感体
积与画面的节奏和韵律。以计算机三维绘图技术表

括性的表现, 即/ 随类赋彩0。
然而, 利用计算机三维图形辅助创作时, 为了避

现中国水墨画的风格, 探索数字技术与传统水墨画

免由于计算机内部设定的光源而产生照射、
反光、
高

艺术的巧妙嫁接, 使水墨画这个古老的画种得以进

光和自然写实的西画效果, 使之符合中国水墨画固

入新的数字时代, 更需要深入理解中国水墨画的精
神、
造型、笔墨技法, 研究如何在充分保留水墨特征

有色的特性, 我们尝试排除任何与光色相关的参数,
并将灯光调整为强烈反差的参数, 以灯光的强弱控

的前提下, 有效借鉴数字技术元素, 将水墨画的笔法

制对明度比度, 来模拟水墨画 墨色的浓淡、干湿变

与笔触的特质运用在计算机动画上, 将水墨画精神

化, 创造性地赋予了水墨以新的表达方式, 使画面达

带人三维动画中, 应该说, 这也正是我们要探讨的新
课题。

到了丰富的/ 墨分五色0的渲染效果 。

( 一) 笔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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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墨动画唐诗百首创作随想

中国画讲究/ 骨法用笔0, 如何驾驭笔毫, 如何描
绘形体, 使之应物象形, 被称为/ 运笔0。如: 顺着笔

目前, 从传媒角度看, 大家普遍关注的是各种传
媒本体特征及媒介形态的各种探讨, 从艺术角度看,

锋方向行走的顺笔, 逆锋行走的逆笔, 藏锋行走的卧

大家最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文化的传统绘画、
诗歌

笔, 笔毫散开抖动行走的破笔、
颤笔等等, 形成中国

审美特征。而将电脑绘画、
诗歌艺术与新媒体的结

绘画的一大特色。在现有的电脑动画软件中, 为我
们提供了各种笔具。如 St rassmann 水墨画笔刷效

合, 传统艺术在新媒体时代的有效开发与利用, 无论
是理论还是实践研究几乎是空白。

果的基础模式, 通过笔刷的移动产生笔划; Jint ae 具

我们自主研发组织实施的长篇水墨动画5唐诗

有柔软弹性特性的笔刷, 模拟笔刷毫毛形状的变化;
自然柔顺的二维形式的笔刷模式以及能自动产生中

百首6, 是以/ 媒介0为切入点, 以精选唐诗为蓝本, 以
三维数字无纸动画技术为依托, 以中国特有的传统

国水墨画 / 白描法0 效果的三维模式 ,,。只有在

水墨绘画艺术形象为特征, 将诗画艺术与现代新媒

充分了解了笔刷的性能和特点后, 在实际创作中, 根

体相结合, 并以广大青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动画形

据水墨画的特征灵活运笔, 才能得到较好的水墨渲
染效果[ 3] 。

式展现出来, 使传统经典作品/ 时尚艺术化0。
技术与艺术的融合、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我们

( 二) 模型塑造

坚持的原则。技术上探索三维数字无纸动画技术对

因为中国水墨画的造型讲究骨法用笔, 应物象
形, 这与西方绘画用光影描绘物体在特定光源和环

以中国特有的传统水墨绘画为艺术特征的形象惟妙
惟肖的表达, 借助数字绘图板和模拟毛笔质感的墨

境下所呈现的形态及色彩有很大区别。中国画物体

迹, 表现奇幻的画面效果; 艺术上探索把对传统文化

的组织结构是通过水墨的浓淡变化, 强调线条的轻

的理解和对水墨画艺术语言的把握, 放在一个新的

重缓急表现画面的节奏感和体积感。由计算机绘图
生成中国水墨画的效果, 必须以传统中国画的造型

语境中加以重组和展现。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 5唐
诗百首6的样片终于问世并得到业界的充分肯定。

特征为出发点, 以线条表达物体的形态。在创作中

水墨动画5唐诗百首6的创作, 不仅为经典诗句

为了把握形体的塑造, 我们将情节中的人物造型的
每一根线、
每一个笔触都视为单一的几何物件, 并考

呈现了全新的视觉画面, 拓展了动画美学的技法与
内涵, 而且对于传承中华艺术精华, 弘扬中华民族传

虑每一根线条在三维空间中的处置 [ 3] 。

统文化, 开拓现代新型审美范式, 都是一件具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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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历史价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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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ms of the water painting in digital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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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 he basis o f t he comput er- aided draw ing, the paperless dig it al cart oo ns of t he t hree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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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学会 2008 年年会暨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2008 年 12 月 6 日由河北省世界政治与经济学会和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联合主办的 2008 年河北省
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学会年会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师范大学东校区隆重召开。来自
我省 20 多所高校及省直部门的 50 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围绕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
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中国当前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形势进行了研讨。河北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
长刘永瑞,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长瑞, 河北省财政厅厅长齐守印对研讨会召开表示祝贺并委托代表到
会发言。河北师范大学高福禄、
王长华副校长到会致辞祝贺。
研讨会上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杨欢进教授作了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的报告, 河北省
委宣传部外宣局副局长夏文义作了互联网对中国国家安全影响和对策的报告,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叶信产
教授做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及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的报告。河北大学、
河北省委讲师团、河北经贸大
学、
河北师范大学、
燕山大学的学 者教授, 就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 30 年、中 国的文化安全 等问题作了
发言。
这次研讨会是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背景下召开的, 研讨会就我国和我省应对
金融危机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对策。会议还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常务理
事和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