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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放眼蒼穹，浩渺的星河猶如轉輪般旋行不休。地球作為銀河裡的一個粒子，相

形之下小若微塵，但對於這顆星球上的居民而言卻是龐大廣闊的，而且承載著

一個個燦爛的文明。隨著這顆星球的運轉，人類的歷史也一步步輪轉：舊的文

明產生、興盛、毀滅，舊的國家建立、繁榮、滅亡，隨後又有新的文明、新的

國家代替……這個過程就是人們常說的歷史。宇宙有宇宙的歷史，星河有星河

的歷史，而人們更多討論的則是人類的歷史。歷史之輪運轉到了某個階段，就

會發生不可避免之事。有人說這是神的意志，也有人說這是社會發展的規律。

不論如何，該發生的事情就會發生，人類的藝術也是如此。 

 

藝術的發展趨勢向來不會呈勻速直線運動，而是彷彿被誰安排著進程。歐洲的

那片土地上，畫家們曾經在上千年漫長的歲月裡都無法取得多大的進步或繪出

多美的佳作，卻突然在百八十年間讓技藝突飛猛進，創造出大量令人驚歎的傳

世傑作，為人類的歷史譜寫了一曲曲傲人的篇章，演繹出文藝復興這一重要戲

目。 

 

 

法國文藝復興的起始時間遠遠晚於義大利地區。學術界普遍認為，法國藝術的

文藝復興正式起始於十五世紀末的義大利戰爭期間，並在十六世紀逐步成熟。

雖然人們往往習慣於把目光集中在義大利的藝術成就上，但對於被後世稱作

「藝術國度」的法蘭西，文藝復興在各方面都有其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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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式建築的堅持 

 

 
圖勒的聖埃提安大教堂（Cathédrale Saint-Étienne de Toul）的火焰式正面，此面牆壁完工於

1497 年。（PMRMaeyaert/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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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之前漫長的時間段被史學家們稱為中世紀。以前曾有不少學者認為那

是一個愚昧迷蒙的黑暗時代，但今天的學術界基本都知道此言謬矣。在世俗政

權分崩離析、各類紛繁戰亂不絕不休的時代，基督教會逐漸成為當時歐洲社會

安定人心、救濟大眾的核心機構。虔誠的修士們平日在民眾中的善行和嚴於律

己的高潔形象漸漸深入人心，為基督信仰的全民普及樹立了良好的口碑。 

 

與今天相比，當時的社會無疑是更為精神性的。人看重的是靈魂的歸屬，而不

是現世的生活。宗教文化傳統穩定地約束著人們的思想，這種強大而單一的意

識有力地維護著人的道德標準，同時人們在虔誠信教和宗教儀式中形成的氛圍

反過來又鞏固和強化著這種意識，從而保持著基督教文化的強盛。 

 

盧昂的聖瑪洛教堂（Église Saint-Maclou de Rouen） 

建於 1437 至 1517 年，為火焰哥德式建築。（Philippe Roudaut/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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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式建築法國亞眠主教座堂（Cathédrale Notre-Dame d’Amiens），建於 1220 至 1269 年，從

圖中可以看到建築周邊遍布飛扶壁支撐，以力學結構分散牆體的重量負擔。 

 

在中世紀的法國這片土地上，很多篤信宗教的人恪守道德規範，克制自我欲

望、以德報怨、淨化心靈，並堅持參加宗教活動，以期死後靈魂能升往天堂。

所以教區教堂與人們的生活緊密相聯。全民宗教意味著即使在方方面面的俗事

上也能透出修道的氣息，當時宗教事務與世俗事務並不像今天一樣被嚴格區

分。教堂的鐘聲不止讓人聯想到禱告、靈修或者婚禮和葬禮，還提示著人們一

天的作息時間。在城鎮裡，教堂不僅是舉行宗教儀式的場所，而且也是一個全

鎮人民共同集會的地點。由於教會需要管理教區中各方面的事務，因此城鎮的

很多活動和人民的生活面貌也都在教堂裡有所記錄。 

 

由於教堂深入大眾生活，其形象也需要具備一定的美感才能喚起人們的宗教情

懷，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在這種背景下，一種藝術風格應運而生了。 

 

自十二世紀開始，起源於以巴黎為中心的法蘭西島（Île-de-France）、但被後人

稱作「哥德式」（Gothique）的法國風格建築，經過其後幾個世紀的發展和傳

播，在十五世紀廣泛流行於地理位置相當於今天的法國、英國、德國、西班牙

北部及義大利北部等地區。哥德式建築最初就是由法式教堂發展而來的，慢慢

成熟後，這種風格也能體現在一些城堡或宮殿的建築結構上，但始終以主教座

堂、大修道院與教堂等宗教建築為主。事實上，西方藝術的產生和發展最早都

是出現在神殿和教堂裡的，尤其在全民信神的時代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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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眠主教座堂內部，哥德式教堂壯觀的藝術結構框架，配合束柱與尖拱，在視覺上形成了高深

的空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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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式教堂不斷完善的尖肋拱頂與飛扶壁等結構從力學上減輕了牆壁的重量負

擔，並以框架結構強化了對頂部的支撐，允許把教堂修得更高更大，體現出更

加雄偉的外觀與建築內更為廣闊的空間。對於城市建築及民宅普遍不高的前幾

個世紀，哥德式大教堂在與周圍建築的對比下顯得高聳入雲。這種恢弘壯麗的

藝術結構配合一根根垂直、高聳的束柱，在視覺上形成了豎直向上的動勢，靠

近頂部時與繼續往上延伸的尖拱連接，能形成更高的空間視覺感。整體建築不

斷向上延伸直至廣大高遠的空間意境，彷彿為了更接近上天，體現出人對神與

天堂的嚮往與憧憬。 

 

英法百年戰爭讓法國藝術的發展略有停頓，但戰後興建的法國教堂在整體上堅

守傳統哥德式風格的同時又有所演進。這一時期被後人稱作「火焰哥德式」

（Gothique flamboyant）風格的建築已經達到了極高的藝術水準。「火焰式」因

教堂牆面佩有形如火焰的花紋或裝飾而得名，從建築外觀上看彷彿火焰往上升

騰，把人的視線帶向建築頂端和天空。這種風格所具備的藝術感染力非常強

烈，因此即使在文藝復興後的十六世紀中期，甚至十七世紀完工的建築中仍然

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如果說城市裡的矮房子和居民建築形成了橫向的線條，那麼哥德式教堂的線條

則是縱向的。假如橫著的線條象徵著世間的活動都是在人這一個層次中進行

的，那麼豎著的線條就寓意著超越層次，朝上向更高的層面中昇華。哥德式建

築的線條不斷把人的視線引向上方，讓人注意的是天上而非人間。直入雲霄的

上衝力顯示著生命的力量和前進的方向，旨在告訴人們不要忘記向上提升自己

的心靈，達到生命回歸天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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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彩光 
 

 

巴黎聖禮拜教堂（Sainte-Chapelle）內部，建於 1242 至 1248 年。哥德式結構的牆體在力學上

允許增加窗戶的數量和面積，從而得到更好的採光，同時也推動了彩色玻璃花窗藝術的發展。

（Michael D. Hill Jr./wikipedia） 

 

 

 

在自然光照條件下，哥德式建築內部往往比羅馬式建築顯得更亮。其原因是哥

德式結構的牆體在力學上允許增加窗戶的數量和面積，從而得到更好的採光。

也正因為如此，在這種建築裡是難以找到那種適合於義大利式大型溼壁畫的寬

闊牆面的。 

 

那個時代的人認為，神讓世界充滿光明，所以現實中的光明可以看作是神的光

芒的象徵。當光亮透過表現神聖主題的彩色玻璃射入教堂時，這象徵著現實中

的光被轉化成了神聖的光，因為散發著奇妙光幻的彩色玻璃畫所描繪的一個個

神或聖徒的故事能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尤其在識字率不高的年代，通過閃閃

發光、立於高處的圖像對向上瞻仰的大眾傳教也就成為了一種必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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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後期的幾個世紀裡，玻璃鑲嵌工藝和玻璃彩染技術的逐步成熟讓教堂的

玻璃繪畫藝術隨之飛速發展，玻璃畫家們的工作也越來越正規化和專業化。到

十五世紀時，法國已經具備了專業的玻璃藝術家行會和彩色玻璃鑲嵌畫相關法

令來管理這一行業。這讓藝術家們能夠在行業內有規劃地進行系統的研究，同

時也方便了同行間技術、經驗的傳播及與周邊行業的藝術交流。 

 

那個時期的彩色玻璃花窗藝術一如既往地展現了繪畫的敘事性功能，通過對聖

經故事、聖徒見證神跡等情節的描繪，告訴人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修行圓

滿者飛升天堂等道理。由於技藝的發展，玻璃畫中的人物形象已經日趨成熟，

造型也越來越細膩、準確，明暗色調開始擁有柔和的過度，雖然這在一個世紀

前還是令人奢望的事情。 

 

除了肩負對大眾傳教的功用之外，彩繪玻璃藝術本身還具備一種能力：即營造

一種特殊的視覺氛圍，配合建築高深的空間感，形成一種調動人宗教情緒的空

間藝術環境。這一點在修道院中顯得尤為重要，它能促使修士快速進入冥想狀

態，換句話說就是幫助修練用的。 

 

 
法國布日主教座堂內玻璃花窗（Vitraux de Bourges）之一：《天使報喜》（L’Annonciation），作

於十五世紀中期。畫中人物形象已經日趨成熟，造型也越來越細膩準確，明暗色調開始擁有柔

和的過度。（MOSSOT/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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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把一生獻給宗教的修道士，他們的生活非常單一，尤其在沒有各類高科技

娛樂和資訊爆炸式生活的古代社會，人們過得簡單而平靜。而根據當時的寺院

制度，修士們還必須捨棄個人的感官娛樂、物質報酬、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世

俗中的一切。因為棄絕一切世俗欲望的修道士追尋的是高出常人層次的精神生

活，這在十三世紀之前要求得極其嚴格。 

 

古代修道院幾近與世隔絕的修行生活造成當時修道士的思想非常的單一，躍入

眼簾的彩色玻璃宗教畫中透灑出來的聖光，配以唱誦或奏鳴的基督教音樂，能

營造出一種全方位的視聽氛圍，在建築內寬闊的空間中震盪。這種知覺上接收

到的波動使思想單一的修士一念代萬念，在禱告和默想時快速屏棄雜念，很容

易進入那種類似東方修練中的凝神入定狀態。相傳此舉能讓修士的神識從物質

世界進入到非物質的世界，在玄妙的景況中感受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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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畫和大畫 

 
泥金裝飾手抄本《貝里公爵的豪華時禱書》（Les Très Riches Heures du duc de Berry）裡眾多繪畫

中的一副：《聖靈降臨》（La Pentecôte）。由於中世紀的人在一天中幾個不同的時刻都要祈禱，

所以這種禱告書被稱為「時禱書」（Livre d’heures）。（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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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充分展現敘事功能的繪畫則是興盛了多少個世紀的手抄本書籍裝飾畫與

插圖。雖然從一四七〇年巴黎擁有第一家印刷所開始，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就成

為了歐洲最負盛名的印刷出版中心，但在還沒有印刷術的年代和印刷術未能普

及的地區，書籍仍然是靠人工抄寫的。很多工藝複雜且昂貴的泥金裝飾手抄本

往往肩負著作為祭壇上擺放的聖經或禱告書的使命。書裡那些講述宗教故事和

聖徒傳記的彩色插圖，也一直都靠功夫深厚的畫師來仔細完成，因此不少畫家

都擅長小型細密畫。由於書本的尺寸非常有限，這要求畫家對物像的刻畫必須

達到極度的精細，才能表現出準確的造型和相應的畫面效果。 

 

活躍於那一時期的很多著名畫家也都接手過此類工作，例如 Enguerrand Quarton

（1412～1466 年）、Jean Perréal（約 1455～1528 年）、Simon Marmion（約 1420

～1489 年）等等。而且畫家之間的分工合作也不少見，比如作為第二代阿維尼

翁畫派（La seconde école de peinture d’Avignon）代表畫家的 Enguerrand Quarton

與另一位著名畫家 Barthélemy d’Eyck（約 1420～1475 年）在 1440 年至 1445 年

間曾合作過一本叫作《摩根時禱》（Heures Morgan）的禱告書裡的插圖。而布

日（Bourges）的 Jean Colombe（1430～1493 年）則於 1470 年完成了著名大師

讓．富蓋（Jean Fouquet，約 1420～1481 年）在 1460 至 1465 年期間未畫完的

《讓．羅貝爾特時禱書》（Heures dites de Jean Robertet）裡的插畫。 

 

 

Enguerrand Quarton 的《阿維尼翁的聖母憐子》（Pietà de Villeneuve-lès-Avignon），木板坦培

拉，163×218 釐米，作於 1455 至 1460 年間。畫中最左側人物為此畫的捐贈出資人。 



14 
 

禱告或誦經等宗教修行方式在中世紀對於維持人的道德水準具有非常積極的意

義。試想當時每個人都要在一天中的不同時段反覆念誦諸如「愛護大眾，不求

回報，寬恕他人」等具有較高道德標準的詞句，天長日久後這些內容會融入人

的觀念之中，成為人的行為準則。相較今天人們無時無刻不沉浸在充斥著燒殺

淫掠、暴力色情的文藝、影視、電子娛樂產品的環境下，充滿道德儀式的生活

對人大腦的負面刺激顯然要小得多。雖說能否達到高深境界還取決於信眾各自

的修為，並且那種相對純正的狀態在中世紀後期早已一去不復返，但當時的基

督教信仰還是有力地維護了願意行善積德的整體社會狀態，而那一本本手抄書

也是功不可沒。 

 

雖然與我們平時看到的繪畫作品相比，小小的書本幅面並不大，但基於繪製品

質的要求和畫師們精雕細刻的畫風，完成一幅畫仍然要花費不少時間。同時，

由於泥金裝飾手抄本講究圖文並茂的特點，一本高檔書所需的圖畫數量絕不會

只有幾幅，因此書籍的繪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完成。例如貝里公爵（Jean 

Ier de Berry，一三四〇～一四一六年）在一四一一年委託荷蘭的林堡三兄弟

（Frères de Limbourg）所繪製的《貝里公爵的豪華時禱書》（Les Très Riches 

Heures du duc de Berry），三個畫家接到委託後一直工作到一四一六年，但還未

完成時就與貝里公爵一同死於瘟疫。此書在二十幾年後，即十五世紀四十年代

又經手由一位技法高超的佚名畫家繼續繪製，最後在一四八五至一四八六年間

由薩瓦公爵（Duc de Savoie）任命 Jean Colombe 完成了此書，保存至今。完成

後的全書有二〇六頁，頁面寬二十一釐米，高二十九釐米，其中包括六十六幅

大畫（畫面占滿整頁或只留下三到四行文字的空間）和六十五幅小畫。繪畫內

容豐富，造型細膩，技法高超，是那個時代留下來的藝術珍品。 

 

泥金裝飾手抄本繪畫中的這種細緻風格也在更大的畫面中有所體現，這方面法

國受早期尼德蘭（法語：Primitifs flamands）繪畫十五世紀逐步成熟的材料和技

法影響，早期的膠彩畫（Détrempe）和坦培拉（Tempera）逐步被基於坦培拉

底層的綜合技法油畫代替。這些作品基本上還是延續了十五世紀初「國際哥德

式」（Gothique international）的傳統特點，比如畫中神或聖人及主要人物的形

象要大於次要人物，畫面追求理想化和裝飾性效果，人物動作呈儀式性特徵等

等，例如 Enguerrand Quarton 在一四五三年畫的《聖母加冕》（Couronnement 

de la Vierge）和 Jean Hey 在一五〇〇年左右畫的穆蘭三折祭壇畫（Triptyque de 

Moulins）。有的作品也顯露出不同的風格，比如讓．富蓋的那幅《查理七世肖

像》（Portrait de Charles VII），畫家早年接受的是法國傳統的「國際哥德式」繪

畫訓練，但由於他在一四四四年左右到羅馬研究過義大利的藝術風格，使他的

作品運用了不同於周圍畫家的透視法和構圖法，並具備細膩寫實而又簡練概括

的藝術特點。這些稍微小一點的畫作也讓「架上繪畫」這一原本鮮為人知的概

念越來越頻繁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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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里公爵的豪華時禱書》月曆中的十月圖（Octobre），背景為當時還是城堡的盧浮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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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大幅的作品多見於祭壇畫。祭壇畫是指通常繪於木板上並安置在教堂聖壇

上的宗教畫。由於聖壇是教堂中最重要的位置，會有大量的人群面對參拜，祭

壇畫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畫中神或聖徒的形象將印入虔誠信徒的腦海，

人的意識會把祭壇畫當作神聖的載體來看待，這類作品的意義也就遠遠超越一

般藝術品的概念，因此對作品的品質要求標準很高。畫中的人物特徵必須符合

聖經的描述，而神和聖人的形象也必須是光輝而完美的。 

 

早期的祭壇裝飾都是由教會定制，但隨著基督信仰的全民化，很多非神職人員

和一些民間組織也開始在一些教堂、王宮以及私人住宅內部興建皇家的、小型

的或家庭式的禮拜堂，而對祭壇畫創作的控制權也不再專屬於教會。很多出資

人都希望自己也能在那供萬人景仰的畫面上露個臉，作為虔誠的信徒在畫中陪

伴於聖人身旁，並能名留千史，那何嘗不是一件榮幸的事情？金錢的力量讓這

小小的願望得以實現，而這種做法漸漸成了不成文的習俗。因此，贊助者出現

在繪畫中也就成了源自中世紀後期的某種傳統。 

 

 
Enguerrand Quarton 的《聖母加冕》（Couronnement de la Vierge），木板坦培拉，183×220 釐

米，作於 1453 年。畫中聖母被三位一體加冠，而根據當時的教義，三位一體中聖父和聖子沒

有區別，因此畫中的兩位男神形象一樣。畫家把這幾位神的形象畫得比其他人物都大，屬於國

際哥德式的處理手法，是為了在畫中體現神更尊貴、更偉大的傳統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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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繪畫中神和聖人的形象都能被盡量畫得完美，但這種藝術處理手法卻不

能針對畫中的贊助者——因為一但美化形象就會失去特徵而畫得不像那個人

了，因此畫中的贊助者仍然會被描繪成現實中的樣子。這種形象會映入面對聖

壇參拜和靈修的人的腦海裡，那麼畫中神聖的因素就被削弱了，而世俗的因素

則擠進了修行人的思想中。試想密宗修煉者每日面對打坐冥想的唐卡上多出了

一個有錢人的形象，能不受干擾嗎？同時普通信眾看到一個人只是因為有錢有

勢就能讓大家對著含有他畫像的圖跪拜行禮，也會激起人們的反感。這種種因

素都對日後宗教信仰的維持埋下了隱患。 

 

 

讓．富蓋的《查理七世肖像》（Portrait de Charles VII），木板油畫，85×70 釐米，作於 1450 至

1455 年。（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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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像的背後 
 

 

 

巴黎聖母院（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右側門像柱浮雕裝飾，從左到右表現的主題依次

是哲學、天文學、語法學和音樂。 

 

 

除了祭壇畫和彩色玻璃花窗，教堂建築的另一大裝飾自然是雕塑作品。哥德式

雕塑主要體現在高浮雕和圓雕這類能展現出一定景深效果的雕像，以增強教堂

的空間感。整體而言，當時的雕塑只是建築的附庸，比如教堂的大門部分或窗

戶等諸多地方一般都有雕塑家與建築師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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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教堂雕塑按理來說都應該是純粹的宗教題材作品，然而有的作品從嚴格意

義上講卻並不屬於純粹的基督宗教。在巴黎聖母院（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和沙特爾主教座堂（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Chartres）等宗教建築中可

以看到人文七藝（Les sept arts libéraux）和一些其他學科主題的雕塑，這裡就涉

及到了另外一種非基督教的古老文化。 

 

人文七藝也稱「自由七藝」，是古代社會中一個自由的西方公民所應該學習的七

門學科。在歐洲中世紀大學裡，首先要教授的是三門基礎學科：語法學、修辭

學和辯證法，叫做「三藝」（Trivium）；在此基礎上，大學教授另外四門學科，

即算術、音樂、幾何和星象，稱為「四藝」（Quadrivium）。「三藝」與「四藝」

加在一起即為七藝，完成後的學生可以進一步修習哲學、神學等高等課程。 

 

然而，不論是七藝還是哲學，它們卻不是在中世紀才出現的，而是源於古希臘

時代的文化傳統。嚴格地說，它們與基督信仰風馬牛不相及。以哲學為例，它

原本是古希臘時代的一種認識世界、宇宙和真理的辦法，有些類似於東方的

佛、道兩家的修練方式。法國著名歷史哲學家 Pierre Hadot（一九二二年～二〇

一〇年）認為古希臘的哲學在當時並非是今天人們認識到的學問，而直接就是

一種精神的修練（Exercice spirituel），並將其與佛陀和老子的修練方法進行類

比。當今「哲學」的概念與之相距甚遠。 

 

從古希臘流傳下來的修行門派、修練法門（也就是今天人們所說的哲學流派）

由於其所承載的智慧超過世間普通的學問，因此生命力強盛。即使在歐洲基督

教大一統的時代裡，古代修法的火焰仍然沒有熄滅，因為在古希臘燦爛輝煌的

文化傳統下，哲學式的思維方式已經融入了歐洲人的血液裡。從早期一些傳教

士結合古希臘哲學論證基督教教義的合理性到後來的一些基督徒試圖通過探索

大自然奧秘來證明上帝的偉大，這些行為都在無意中破壞了其宗教教義原有的

單純，讓異質的思想介入並摻雜進來，導致宗教信仰不再純粹，摻雜進其他修

練法門的宗教修行削弱了宗教本身的生命力。 

 

在基督教建築裡雕刻的那些表達異質文化的東西體現了此時的信仰已不再純粹

如初，而需要外在的知識與人的理性作為輔導。這種外求的做法其實並不符合

原始基督教內心修行的傳統，讓人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轉向現實生活和身外之

物，後來逐漸發展成人們力圖通過取得世間的成就而不是僅以內心的淨化來證

明神的恩典。這些雕塑忠實地記錄了人們思想上神性的逐步弱化，世俗與人性

一面漸漸占據主導位置的過程。 

 

到了十五世紀下半葉，這時的作品已屬於哥德式雕塑的晚期，在雕塑技巧上已

能做到更為形象，但整體上還未能徹底擺脫技法不成熟時期人物略顯呆板的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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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感受。另一個需要雕塑家的地方是皇室或貴族的陵墓，雖然那裡的雕塑作品

往往也作為建築的一部分需要與建築統一，但由於涉及到逝世的國王或貴族的

塑像，因此相對而言顯得更為獨立。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正處於國力上升時期的法國在工藝美術和奢侈品方面已有

相當的聲譽，無論是教堂裡的聖物盒還是貴族家的珠寶首飾、象牙雕刻或者掛

毯刺繡等都已經達到了很高的工藝水品，促進了藝術和商業的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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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一世時代的奠基 
 

 

《弗朗索瓦一世肖像》，作者：讓．克盧埃（Jean Clouet），木板油畫，96×74 釐米，作於 1530

年左右。（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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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曾一度認為，法國在十五世紀末通過戰爭攻入義大利地區後，發現了義大

利成熟的文藝復興藝術作品，因此把這種潮流帶回了法國，促發了法國本土文

藝復興的開始。但事實上，歐洲各國的文化交流一直存在，十四、十五世紀各

國藝術家和文人們也經常訪問周邊其他國家和地區，借鑒當地的文化與藝術經

驗，尋求藝術上的突破。而且，當時的法國在逐漸強盛的過程中，國王們介入

義大利半島的政治事務由來已久，這讓他們對義大利藝術的發展並不陌生。因

此，法國的文藝復興並不是一個突發事件，而是經歷了一個歷史醞釀的過程

後，在一定條件下發生的產物。 

 

查理八世（Charles VIII）和路易十二（Louis XII）對義大利的戰爭並未帶來一個

即刻的藝術潮流更替。事實上，這兩位國王並沒有對義大利的新藝術產生多麼

強烈的熱情。法國一些熱愛藝術的貴族和大臣們對義大利文藝復興藝術風格的

欣賞與借鑒對引進義大利風格能夠起到部分作用，但在沒有國王全力資助和大

力推動的情況下，這種作用也是很有限的。當時的法國期盼著一位真正懂得藝

術、能夠引領藝術的君主統禦法蘭西的藝術潮流。而彷彿正是為了回應這份期

待，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er）降臨了。 

 

英法百年戰爭之前的法國是西歐的藝術中心。這要歸功於聖路易（Saint Louis，

即因品行和仁德而被教會冊封為聖人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1214～1270 年）在

中世紀為法蘭西所奠定的國家強盛、經濟繁榮、政治清明的德政時代，史稱

「聖路易的黃金世紀」（Siècle d’or de Saint Louis）。這位國王對宗教無比虔誠，

因此大力推動了當時以讚頌神為主旨的哥德式藝術和建築，隨後影響到整個歐

洲。路易九世在世時就已經成為了歐洲各國君主的典範，並一直被歷代的法國

人民讚頌至今。弗朗索瓦一世受到聖路易德政的鼓舞，並以他為榜樣，這從弗

朗索瓦一世在楓丹白露宮裡特意挑選以前聖路易的房間居住就可見一斑。王者

的氣度與智慧讓弗朗索瓦在臣子和人民心中擁有崇高的威望；身為一國之君卻

親自在戰場上英勇作戰、衝鋒陷陣的豪邁讓他贏得了「騎士王」的美譽；同時

在對藝術的熱愛中陶冶出來的高貴氣質與仁厚開明的統治風範也使國王的口碑

極佳。當王權得以極大鞏固的君主稟承歷史的意願為振興藝術而有所行動時，

他所帶來的變化也將是巨大的。 

 

弗朗索瓦一世極具前瞻性地看到，一個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並不是國力昌盛

的全部，而只有在文化、藝術上的繁榮才是對人精神的充實和國家文明的體

現。因此，他非常傾慕義大利半島上那些國家所擁有的繁榮藝術。然而當時法

蘭西王國宮廷裡並沒有太多藝術名作，無法令國王滿意。於是弗朗索瓦一世展

開了一系列劃時代的舉措——他希望把法國鑄造成有記載以來人類文明史上最

輝煌的藝術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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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果比較一下法國和義大利當時的繪畫與雕塑就能看到巨大的差別：佛羅

倫斯、羅馬和威尼斯等地的美術作品已經達到了極高的水品，達芬奇

（Leonardo da Vinci）、拉斐爾（Raphaël）和提香（Titien）的油畫以及米開朗基

羅（Michelangelo）的雕塑充分體現著藝術技法成熟期的面貌——作品惟妙惟

肖，生動感人；而法國當時的作品還有很強的哥德式晚期風格的影子，繪畫與

雕塑都難以擺脫刻板的造型與不自然的感覺，在藝術上還屬於技法不成熟時

期。看到這一點後，弗朗索瓦一世認為首先要引進義大利優秀的美術作品和藝

術人才，讓本國的藝術家有參照地學習成熟的美術技法，才能根據本國的情況

創作出更美的東西。因此，他開始大規模地購買國外的藝術珍品，高薪聘請義

大利與弗拉芒優秀的藝術家和建築師來法國工作。由於國王成了藝術家的支持

者和保護人，良好的藝術環境也吸引了更多的外國藝術家來法國定居與創作。

尤其是一五二七年的羅馬之劫和一五二九至一五三〇年的佛羅倫斯之圍後，整

團隊的義大利著名畫家、優秀建築師、知名雕塑家和專業裝潢師爭先恐後地來

到法國尋求聘用。 

 

接受法國聘請的義大利藝術家中，最著名的一位則非列奧納多．達芬奇莫屬

了。一五一六年，受到邀請的達芬奇帶著他的幾幅名畫、大量手稿及兩個助手

來到法國昂布瓦斯（Amboise），弗朗索瓦一世任命他為「國王的首席畫家、首

席工程師和首席建築師」（Premier peintre, premier ingénieur et premier architecte 

du roi）。懷著對藝術家的極大敬意，國王給予達芬奇很高的自由度和創作空

間，讓這位藝術大師得以整理並完善自己確立的各項理論。這些東西都指導了

同時代和後世的藝術家如何更好地完成藝術創作。 

 

達芬奇的一生總結出了完善的繪畫理論，在比較了繪畫、雕塑、詩歌、音樂等

學科各自的特點後，認為繪畫是登峰造極的藝術，因為它是唯一能準確再現真

實自然的視覺藝術，而當時其他的藝術種類都無法做到這一點。這位藝術巨匠

根據對自古以來繪畫發展的研究，指出繪畫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要師法於自然—

—即畫得真實。只有取法於自然，繪畫才能興盛，否則就只會衰敗。畫得真實

的作品不僅能傳遞知識和資訊，還能讓人欣賞到藝術的美，並在美中得以提升

精神與信念。因此，達芬奇對畫家的要求極為嚴格。他認為一個合格的畫家應

該掌握透視學、解剖學、色彩學、光學、植物學、地質學、力學等諸多直接涉

及到繪畫表現內容的學科，最重要的是還必須具備高貴正直的品德和一顆真誠

善良的心。因為畫家的內心世界會有意無意地流露在畫面上，而藝術作品又直

接影響人的感官，如果藝術家的道德不夠，他的作品就無法傳遞出正面的美

來，反而會對觀眾的精神世界起到破壞和污染的作用。 

 

事實上，早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就一直覺得繪畫是不可思議的行業：畫家能

把一張白紙或一塊木板變成映入了自然景觀或真人形象的鏡子。尤其當畫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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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時，人們會認為畫家的技法其實是神賜予的法術。所以技藝高超的畫家歷來

受到人們的尊敬和信任，並且創作自由度相對較高。作為早已在歐洲享譽盛名

的達芬奇，他的藝術理論自然被廣泛傳播，並得到美術界的推崇。在法國，弗

朗索瓦一世把這位藝術巨匠當作父親一樣尊敬，同時請他指導當時法國的藝術

家群體，這都讓文藝復興藝術的一些重要觀點在法國扎下了根——比如真實地

表現自然和藝術的道德教化作用等等。這些觀點逐漸成為藝術創作的原則，一

直持續到幾個世紀後的新古典主義時期，讓法國的藝術在歐洲持久地立於不敗

之地。 

 

除此之外，弗朗索瓦一世還熱衷於新的建築風格。他投入了相當大的資金，在

法國改建和修築了一系列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香波爾城堡（Château de 

Chambord）、布盧瓦城堡（Château de Blois）、聖日爾曼昂萊城堡（Château de 

Saint-Germain-en-Laye）、盧浮宮（Palais du Louvre）、楓丹白露宮（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等十幾座城堡和宮殿紛紛變成新的形狀。國王大量購進的藝術

珍品終於找到了適合存放和展出的位置，而他聘請來的著名藝術大師們也有了

更多的用武之地。 

 

經過弗朗索瓦一世與各界相關人士以及藝術家們的攜手努力，法國的藝術水準

開始快速提升，藝術王國的藍圖也在一步步實現。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法國

的宮殿裡不僅擁有了精美絕倫的本國繪畫與雕塑，還收集到了歐洲各國最傑出

的一部分藝術珍品，並一直完美保存至今。今天在盧浮宮博物館裡看到的很多

世界名作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收藏的。弗朗索瓦一世對藝術的熱忱也感染和鼓

勵了後世的法國君主，形成了發展藝術的國家傳統，為一個世紀後法國成為西

方藝術中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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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義大利式畫風 
 

 

Rosso Fiorentino 的《哀悼基督》（Pietà），原木板油畫（現換背於布面），127×163 釐米，約作於

1537 至 1540 年。這幅作品展現了與當時法國畫家們完全不一樣的義大利風格主義畫風。

（wikipedia） 

 

 

從十五世紀後期開始，法國藝術家們越來越多地在作品中體現出義大利和早期

尼德蘭風格的影響。無論是阿維尼翁畫派的 Nicolas Froment（約 1450～1486

年）、Nicolas Dipre（1460～1532 年），還是四朝元老的宮廷畫家 Jean 

Bourdichon（1456～1520 年），都在他們的作品中融合了早期尼德蘭式的精細和

義大利式的光影，同時又具有法國繪畫自身的民族特點，體現了較高的藝術水

準，但仍可以看到此前一直都存在的畫中人物不太自然、較為刻板的一面。 

 

Andrea Solari（1460～1524 年）1507 年作為文藝復興時期到法國工作的第一批

義大利畫家的代表，讓法國畫家們近距離看到了完善而成熟的繪畫技法。列奧

納多．達芬奇的到來又讓法國藝術界大為振奮，尤其是達芬奇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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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畫家應掌握的知識和技法到藝術家應具備的道德修養與創作態度等方方面面

都已經形成了完善的理論體系，代表了文藝復興藝術的頂峰。這正是法國藝術

界一直以來不斷尋覓的碩果，也是一代代畫家們如饑似渴地在實踐中力求達到

的藝術高度。可惜這位藝術巨匠 1519 年就逝世了。 

 

一年後，另一位象徵著文藝復興藝術頂峰的繪畫大師拉斐爾也在羅馬離開了人

世。兩位巨星的殞落令人扼腕，也標誌著義大利文藝復興全盛期的漸行衰弱。

1527 年的羅馬之劫更是被史學界定為盛期的結束，雖然文藝復興盛期三傑中米

開朗基羅還在世，但他僅以雕塑見長，已無法挽回義大利藝術的頹勢。常年的

戰亂、教會的腐敗、經濟的停滯以及人心的不測等諸多負面因素在群龍無首的

情況下逐漸改變著當時藝術家們的思想和心態，也讓藝術面貌發生了變化。 

 

義大利當時最為推崇的古希臘文化重視人本身的理性對人的啟發，即通過人的

理智來把握真理，完美人生的價值和意義。這種思想雖然在文藝復興時期興

起，但也有它的歷史：正如前面所說，在基督教早期，一些傳教士試圖結合古

希臘、古羅馬哲學論證教義的合理性，形成了教父哲學，其後在中世紀又發展

出了經院哲學。雖然夾雜了古代非基督教的因素，但由於這些因素與宗教理論

經過歷史的磨合，也被教會認可為屬於其體系內的產物，所以人們已經習慣於

通過理性和哲學觀點去論證宗教教義。當混亂的局勢與教會的腐敗甚至淫亂越

來越不得人心時，人們對神的信仰被削弱了，而更為看重現實生活和人本身的

理性與自我意識。時間一長，人的思想便逐漸發展到更注重個人的價值，強調

個人自我的發展，以人的道理和自身的主動性去改變現實環境，而不是歷來所

推崇的靠提升德行虔誠等候上帝的拯救。因此藝術作品中的神性和信仰方面的

因素減少了，而越來越多地體現出人性化和享樂主義傾向。當這種人性充滿了

藝術家的頭腦時，原來的理性又逐步讓位給人性中的感情，反而不像從前那樣

理性了。同時，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中，藝術家都在尋找超越前人的獨特風格；

為了贏得買家的青睞，又不得不迎合他們隨著潮流不斷變化的口味；十六世紀

藝術市場的發展演變為得到批評家讚許和藝術商關注變得越來越重要。各方面

因素的作用致使這時的藝術表現形式與風格出現了更多不同於從前的創作手

法，漸漸背離了達芬奇的繪畫真實性原則和拉斐爾的古典和諧美，形成了與文

藝復興盛期原有的古典主義相反的特徵，後世稱之為「矯飾主義」（Manié

risme）。 

 

Rosso Fiorentino（1495～1540 年）和 Francesco Primaticcio（在法國叫 Le 

Primatice，1504～1570 年）等矯飾主義畫家陸續在 1530 年後來法國為弗朗索

瓦一世裝飾楓丹白露宮，把當時流行於義大利的這種藝術潮流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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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法國。這種風格強調優雅的創造性和富於變化的處理手法，時常借助扭曲 

的動勢和誇大的色彩，甚至不惜將人物的結構誇張到變形，來追求效果華麗或

緊張不安的戲劇性場面。畫家們更加注重藝術創作的形式感，在完成後的作品

中力圖彰顯畫家的才智和能力，以體現作者優雅而深厚的學者氣質，受人尊

敬，而不希望只被看作是一個手工作坊裡的平庸畫匠。同時對於欣賞者也提出

了要求，因為欣賞者也必須具備相應的藝術氣質和足夠的鑒賞力才能在作品中

領略到畫家的才智和藝術語言，這一點也正好符合了當時歐洲貴族對藝術的心

態和情趣。因此，聚集在這裡的藝術家們所形成的「楓丹白露派」（École de 

Fontainebleau）不僅成為了當時法國的一個重要的藝術中心，而且在國際上也

影響不小。 

 

 

從歷史的角度看，原本仰慕義大利文藝復興盛期技法與風格的法國畫家們虛心

學到的卻是矯飾主義的東西。然而當時被席捲於潮流中的人卻認為這是最新的

時尚，是站在國際藝術的前沿。因此楓丹白露畫派的一些作品中有意將人物變

形或拉長，來迎合這種形體變異的風貌。這一特點一直持續到亨利四世（Henri 

IV）重修楓丹白露宮之後。當時的楓丹白露宮裡又聚集了 Toussaint Dubreuil、

Ambroise Dubois、Martin Fréminet 等新一代的藝術家來創作室內裝飾。為了便

於區別，弗朗索瓦一世時開始的流派被稱為「第一代楓丹白露畫派」（Première 

École de Fontainebleau），亨利四世時的叫做「第二代楓丹白露畫派」（Seconde 

École de Fontainebleau）。 

 

 

需要指出的是，「Maniérisme」（矯飾主義）作為後世學術界所起出來的一個含

混的名詞，並沒有一個得到學界普遍認可的確切概念，因此不同的矯飾主義畫

家也有各自獨特的風格，這一點在楓丹白露宮裡就有所體現。比如 Toussaint 

Dubreuil（約 1561～1602 年）繼續使用拉長的人體和起伏的形式或擁擠的構圖

來形成一種扭曲感，而 Martin Fréminet（1567～1619 年）則通過形成較大仰角

和俯角的動作從透視角度上追求變化。雖然畫家們絞盡腦汁試圖創造出新穎的

視覺效果以超越文藝復興盛期的大師們，但藝術不僅僅局限於外在的形式，還

包括藝術家在作品中所要表現的精神風貌和思想內涵，以及通過千錘百煉所鑄

就的完美藝術形式來表達作者對藝術的理解與對神聖美的追求。這種內在的東

西是蘊含在和諧的構圖、準確的形體、真實的色彩等外在視覺因素中的，而從

背離外在的基本視覺因素入手卻無法體現出更為崇高的內在精神，通過異化形

體所達到的「新穎」無異於飲鴆止渴。因為從觀眾的心理角度看，這種畫面人

物形體的變異所帶來的新鮮感持續不了多久就會讓人產生違和感，通俗地說就

是一幅畫得不像的畫會讓人本能地覺得難受。因此這些作品最終未能在美術史

上綻放多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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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畫得真實的作品長久以來一直受到歡迎，尤其是那些擅長畫肖像的畫家，諸

如讓．克盧埃的兒子弗朗索瓦．克盧埃（François Clouet，約 1510～1572 年）、

弗朗索瓦．克盧埃的接班人 Jean Decourt（1530～1585 年）、第二代楓丹白露畫

派的 Jacob Bunel（1558～1614 年）和來自弗拉芒的 Ambroise Dubois（約一五四

二～一六一四年）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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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體藝術的演繹 
 

 

巴黎聖母院西面高浮雕裝飾。左側的主題是創造夏娃；中間部分表現了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被

引誘的情景；最右側的內容是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由於當時藝術作品表現的形象必須遵循

聖經的記載，因此他們皆為裸體。（Jebulon/wikipedia） 

 

由於教會勢力的削弱和世俗王權的增強，藝術市場的出資方不再像過去一樣主

要是天主教會及其相關系統，所以這時的繪畫題材和種類相對於原先清一色的

宗教畫豐富了不少。肖像、歷史、風俗、希臘神話等諸多題材開始越來越多地

出現在法國的美術作品中。同時此時皇室的審美趣味也比路易九世的時代更為

世俗，畫家們便看準時機，把在義大利鍛造得爐火純青的裸體畫技術引入到原

本更為保守的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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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藝術作品中的裸體形象即使在中世紀也並非絕對的禁忌，因為那時也

允許根據聖經記載表現裸體的亞當和夏娃或者描繪被打入地獄裡的惡人，比如

十三世紀被安置在巴黎聖母院裡面與雕刻在建築外面的亞當和夏娃的雕塑都是

裸體。只是那時的觀點認為原罪之後的裸體與基督教的禁欲宗旨相背離，容易

勾起人的欲望，有傷風化，因此裸體形象往往與羞恥、肉欲、罪孽、魔鬼等概

念聯繫在一起，除特殊情況外一概予以禁止。 

 

然而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卻帶來了另一種解讀。奧斯曼帝國崛起後，入侵並滅亡

了拜占庭帝國（即東羅馬帝國）。許多當地學者帶著大量古希臘、羅馬的藝術珍

品和各類哲學、歷史等古代典籍逃往西方避難。這使得西歐，尤其是離拜占庭

最近的義大利結合本土的考古成果，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古代輝煌的文明和藝術

成就，其中自然包括了古希臘、羅馬時期大量出現的裸體藝術。 

 

古希臘人認為，宇宙間最美的形象應該是偉大的神，而古希臘的神又仿照自己

的形象創造了人，所以人世間不可能有比健美的人體更美的東西了。因此，古

希臘藝術家們在他們的藝術作品中盡情謳歌人體之美——實際上這與歐洲大部

分民族以裸體為羞的觀念大相徑庭。但這一觀點發掘出來之後被文藝復興時的

義大利藝術家們借鑒了——因為基督教也認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造了

人。神的形象是完美的，而人體這一仿製品也因此而具備了美的特質。開始

時，義大利藝術家用裸體表現希臘文明中的神話人物或古籍上記載的不穿任何

服飾的神，以體現不被帶有低下的羞恥觀念污染的聖潔和純粹的「真」，因此沒

有什麼色情意味。但隨著時代的發展，由於對此類作品的訂購者增多，裸體畫

逐漸形成了潮流，畫家們各自又有不同的思想基礎和審美趣味，同時贊助人和

欣賞者大多也都是七情六欲俱全的人。不少委託人買這些畫並不是為了在公眾

面前展出，而是用作私人欣賞與收藏，或在上流社會中作為贈品來打通人脈。

慢慢的，作品中的裸體人物雖然仍被冠以「維納斯」（Vénus）或「阿芙洛狄

忒」（Aphrodite）之類神的名字，但實際上人們都知道，這些名字只不過是為表

現一絲不掛的性感美人而在名義上的一種掩飾和藉口罷了。那個時代並不存在

人體模特這個行當，畫家畫裸體時的主要模特基本上只能是一些容貌出眾的高

級妓女。她們都收入不菲，住在豪華的房子裡，並且在詩學和音樂上很有造

詣，但這舉手投足的優雅與虛幻的美貌卻改變不了她們內心的本質。因此以妓

女為模特所描繪出的女神形象是否能體現出聖潔崇高的神性就需要畫家自身的

修為。當藝術家思想中那份對聖潔神性的虔誠消失後，人們所看到的只不過是

些技術高超的赤裸裸的色情畫罷了。 

 

由於色情藝術直接刺激人的感官，因此對現實生活甚至社會人口結構都產生了

影響。當時的威尼斯史學家 Marino Sanudo（1466～1536 年）記載了這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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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十六世紀初威尼斯不到十二萬人口中，在冊妓女竟高達一萬一千六百五十

四人。十九世紀瑞士著名歷史學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他的研究中

也證實了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普遍存在的婚外情現象與婚姻家庭道德的墮落所

導致的社會危機，他寫道：「這個時期義大利的一個特點是：在這裡婚姻及其權

利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頻繁地和更有意識地遭到踐踏……夫妻不忠的事情無

疑是屢見不鮮的，並且在某些情況下還導致了血腥的復仇。」這些社會風氣的

敗壞與文藝作品的引領和推波助瀾有著密切的聯繫。 

 

失去道德約束而縱欲的後果並不僅僅體現在家庭及社會危機上。據醫學史書記

載，1494 至 1495 年間，義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首次大規模爆發了一種死

亡率很高的性傳染病，隨後蔓延到整個歐洲，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梅毒」。由

於缺乏有效的治療手段，這種性病很快導致了數百萬人死亡，震驚了各國。人

們驚呼這是上帝對下界淫亂的懲罰，才不得不開始對自己的欲望加以約束。事

實上，當人被強烈的情欲控制的時候，即使面對可能染病甚至死亡的威脅，還

是有人鋌而走險，這一點從歷代都有大量感染人群就可看出。為了控制病情，

人們只得求助於非常損傷身體、副作用極大的水銀療法。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

代前，人類都未能發現有效醫治梅毒的良方，唯一最有效的防病途徑就是潔身

自好。 

 

當時歐洲道德水準相對平穩的人群對義大利放縱的享樂主義做法是很看不慣

的，在十六世紀的英國甚至流傳著一句極端的諺語：An Englishman Italianate is a 

Devil incarnate. （一個義大利化的英國人就是魔鬼化身。）從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的劇作中有多少義大利人被描繪成道德墮落、奸詐狡猾

的惡徒就能看到義大利式的意識形態並沒有得到所有北方國家的認同。但莎士

比亞本人也未能逃出這種影響，他的《維納斯與阿都尼》（Venus and Adonis）

等作品其實也在這方面描寫得相當露骨。從梅毒在歐洲各國的流傳看來，那時

歐洲整體上已經走到了一個道德下滑的階段，而不僅僅是哪一個國家不好。因

為這種疾病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靠性接觸感染的，一個國家的淫亂程度就與發病

率成正比。 

 

這種縱欲和享樂主義的思潮被包裝在精美的繪畫技法裡，從感官上又讓人難以

看到它不美的一面。在不少人眼中，義大利文化、藝術上的繁榮興旺體現的是

當時最領先的學術思潮，尤其在藝術技巧上遠超其他地區、令人歎為觀止的精

妙又給人造成一種義大利文藝上什麼都好的錯覺。表面的浮華讓人不容易去多

考慮深層本質上的東西。由於藝術作品對人的感官能產生最直接的刺激和感

染，因此它對人道德的影響也是最有力的。文藝作品中的反覆渲染會讓接觸這

類作品的人群逐漸同化作品所表達的思想，這種思想在人群中的擴大就會形成

社會整體輿論和道德觀念的改變。雖然那時社會上大多數人仍然信教，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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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大一部分還是熱情的宗教徒，但道德下滑後的行為卻與聖經上的要求大相

徑庭了。 

 

此時法國本土的畫家也明顯地受到了更多這類思潮的薰染。從十六世紀開始，

法國也有了裸體作品。大量裸體畫的引入雖然讓畫家們更熟悉人體結構的繪製

方法，讓繪畫技法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其副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這一

點從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瑪格麗特．德．那瓦爾（Marguerite de Navarre，1492

～1549 年）寫的《七日談》（L’Heptaméron）就能看出那時的貴族們腦子裡想

的都是些什麼。面對愈演愈烈的色情風所帶來的大規模性病蔓延和宗教改革派

的憤怒聲討，1561 年一月底三級會議（États généraux）結束後，法國宣布禁淫

令，關閉妓院和男女混浴的公共澡堂。雖然賣淫活動只不過從此開始轉為地下

進行，但畢竟有所收斂。 

 

1563 年，歷時十八年的特倫托會議（Concile de Trente，1545～1563 年）終於

降下帷幕，針對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做出決定性回應，並

拿出具體方案。由於當時絕大部分人都是宗教信徒，所以這些措施也涉及到了

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藝術作品上，裸體開始被禁止了，從前繪畫和雕塑中

含有裸體人物的名作都被當時的藝術家修改，通過加上一些衣飾或花草、樹葉

遮在生殖器上，避開直露敏感部位。同時，由於察覺到藝術界濫用宗教主題的

亂象，會議決定此後教會將對宗教圖像的內容進行嚴格審查，要求藝術家描繪

宗教故事時應呈現莊嚴神聖的場景，並強調藝術對美德的宣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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