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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艺术密不可分，优秀艺术作品更离不开

科技元素的支撑。本书以“艺术经典”和“唐诗名

篇”为例，引领读者洞察与品点蕴含其中的科技成

分，同时辅以趣味“科技实验”，使读者在妙趣横生

的实验中玩味科学道理。本书涉及三十多个科技常

识和三十个科技小实验，从全新角度欣赏、解读艺

术作品，拓展思维，启迪想象，可供中小学教师开

设拓展课或学生课外阅读选用。

内容提要：



《有趣的科普：诗歌名画中的科学》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佳作。一看书名

就知道它不仅贯穿理科各分支，而且是横跨文科与理科的，它是科学与艺术

的综合读物。本书作者是优秀的中学物理老师，实验物理的行家，能写出这

样的作品是一种大胆的创举，令人赞叹和敬佩。

当今课改已推进到中学不过早分科、强调文理相通、文理交融培养人

才的阶段。当前教育部在强调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时提出了“跨学段整体育

人，跨学科综合育人”的要求，力图克服文理过早分科的弊端。本书的出版

恰到好处，应时而生，难能可贵。它走在了改革的前沿，在教材修订时可作

为教材的补充，值得推荐阅读，可供学生选学。

文理本身就是相通的。理科以严格的科学逻辑思维为主导，文科以形

象思维发挥居长，两者结合得好可以互补兼长。著名数学家、原复旦大学校

长苏步青说：“文理相通，才有后劲”。著名古建筑学家陈从周说：“理以文出，

文以理深”。人文精神求善至美，科学精神崇实求真，两者兼得才有完美品格，

全面素养。许多科学家在科学发现过程中常借助文科的形象思维，如爱因斯

坦将相对论的弯曲空间想象成在张紧的布上放置一个重球。诺贝尔奖获得者

朱棣文解释冷冻光子时形象化地想到了弹丸滚进胶水中。艺术家在创作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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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仗理性，本书中在提到的达·芬奇“ 后的晚餐”中运用了三点透视原理；

米勒的作品“拾穗者”中运用了科学的黄金分割原理。

李政道先生说得很深刻：“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是同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

密切相联的。对艺术的美学鉴赏和对科学观念的理解都需要智慧，随后的感

受升华与情感又分不开的。没有情感的因素和促进，我们的智慧能够开创新

的道路吗 ? 而没有智慧的情感能够到达完美的意境吗？所以科学与艺术是不

可分的，两者都在寻求真理的普遍性”。

本书的特点是有艺术性、科学性、趣味性和实践性。对每件作品首先

是对作品作通俗易懂的介绍；其次是指出其中的相关科学原理、思想和智慧，

从而表现文理相融的精神；再次指出作品的实用价值； 后是介绍一个相关

的体验或实验制作。这种欣赏、理解、思辨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读来让人兴

趣盎然，爱不释手，启发良多。

作者蔡文学老师是一位名师，是 2009 年上海教育新闻人物，2010 年

全国自制教具能手，2014 年全国模范教师，科普智慧墙系列实验展板的创始

人，《KPK 课程上海版教材实验分册》的主编。蔡老师很早就注意文理交融，

在他设计的挂壁式展板中有许多是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内容。他为各地学校

成功设计的十多个创新实验室往往是围绕一个主题，将文、史、地、数、理、化、

生各科结合起来进行展现的。本书另一作者李法瑞老师是优秀的科普工作者。

这是他们合作的第一本书，具有开创意义，衷心希望他们能写出更多跨越文

理的好作品，为课程改革添砖加瓦，添彩增色。

                       

上海二期课改物理教材主编：张 越

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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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普通高

中要全面提高中学生综合素质，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促进学生

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同时，强调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育教

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

的新局面。

每一位教育者应深知，我们所培养的这一代学生是为他们未来的各种

职业发展及生活做准备的，在大力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教育应有科学的布

局，培育学生的能力与特长，帮助他们更加充满朝气、富有成效地学习。

要想实现这一点，首先要点燃学生的兴趣火花。《有趣的科普：诗歌

名画中的科学》正是一本注重“学思结合”、兼顾“知行统一”的教育创作。

它既是教育改革探索者适应时代诉求，满足学生综合素质发展需要的趣味读

本；又是弥补课堂教学不足、实现科艺双飞的桥梁，为教育者积累教改智慧

注入一股清泉。

本书主要包括：“绘画与科学篇”和“诗歌与科学篇”两个部分，供中

序言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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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拓展课或课外阅读使用。通过对艺术经典与名篇佳作进行鞭辟入里的科

学诠释，为学习者呈现出科学与艺术、人文融合的美妙景观。

学科学的 佳方法是“做科学”。实践活动和实验是必不可少的，因

为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科学概念，而且有助于当今的中学生培养科学兴

趣。该书共涉及 30 个科学小实验及科学常识，每个实验都包含在教室或者

在家做的实验步骤、令人深思的问题等方面，来激励学生了解所学习的每

个领域。

在当今考题测试盛行和课程选择较少的教育改革转型期，书中有趣的

实验会把学生的兴趣重新吸引到学习上来，目的是要拓宽学生的视野，激发

思维的火花，探寻科学的奥秘，增添生活的乐趣，引导他们成为文理融通的

栋梁之才。

上海市延安中学校长：郭 雄

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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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科学是人类的两大创造性工作，是人类 高智慧的产物。艺术与

科学的融合是 21 世纪艺术发展与科学进步的大趋势。艺术与科学结合，有

利于艺术家全方位地表现和反映社会生活，也有利于艺术家进一步开拓视野，

提高创作水平，加深对艺术规律和本质的认识。同样，艺术与科学的结合，

也有利于科学家从审美的角度来发明创造，从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出发，探索

人类的需求，以满足现代人的价值追求。例如：“设计”几乎是当今任何一

件商品都离不开的。所谓设计是指设计师有目标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性的创作

与创意活动。设计的任务不只是为生活和商业服务，同时也伴有艺术性的创

作；现代光学和视觉心理学的发展催生了美国的奥普艺术，而这种艺术又被

视觉心理学家当作研究的对象；当代西方艺术的主流已渐渐从架上绘画转向

到媒体艺术，媒体艺术本身就是艺术与科技的结合产物，而媒体艺术想象空

间的不断拓展又为计算机软硬件技术不断提出更高的目标。随着现代科技的

迅速发展，艺术的式样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如：电影、电视、时装、工

业造型设计、电声音乐等。现代科学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艺术表

现力，拓展了艺术表现空间，如电脑绘画、电脑设计建筑、电子音乐、电脑

动画等已成现实。

笔者认为，在科学与艺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艺术与科学的沟通是必然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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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应让艺术与科学在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例如 ：徐悲鸿以画马著称于世，泼墨写意或兼工带写，塑造了千姿

百态、倜傥洒脱的马，或奔腾跳跃，或回首长嘶，或腾空而起、四蹄生烟……

他画的马既有西方绘画中的造型，又有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融中西

绘画之长于一炉，笔墨酣畅，形神俱足。那刚劲矫健、剽悍的骏马，给

人以自由和力量的象征，鼓舞人们积极向上。

徐悲鸿自己也说：“我爱画动物，皆对实物下过极长时间的功夫，即

以马论，速写稿不下千幅，并学过马的解剖，熟悉马之骨架肌肉组织，

然后详审其动态及神情，方能有得。”他精研马的解剖，对马的结构和习

性都非常熟悉。他画的马鼻孔都特别大，他认为马鼻孔大肺活量也会相

对较大，跑起来才会有力而且耐久；马腿的比例相对稍长，长腿跑起来

较快；至于蹄，看来好似一两笔简单带过，但却是花费了长时间研究描

摹的结果，这为他后来创作各种姿态的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能够成

马在胸，游刃有余地去捕捉瞬间即逝的动态神情，得心应手地采用前人

不敢涉猎的大角度透视，创作出来崭新的艺术形象。可以说他画的马要

比自然界存在的马都“优秀”，这些是只依靠不断地临摹或对马的长期观

察的学生是学不到的。这也是学画徐悲鸿马的“画匠”

怎么也达不到他的高度的主要

原因。这就告诉我们学

艺术的一定要具备相关

的科学知识，否则永远

也不会成为“大师”。同

时， 这 也 是 一 些 欣 赏 徐

悲鸿“马”的观众不能够

完全理解画作的主要原因，

如果想完全欣赏理解一幅美

术作品，也需要具备相关的

知识。

学

主要

，

美

的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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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张继的《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

客船。

由于解读者所具备的科学知识不同，对其中“月落乌啼霜满天”的

解释出现了几种不同版本。版本 1：月亮已落下乌鸦啼叫寒气满天；版本 2：

如霜的月光照在乌啼镇的上空；版本 3：深秋的夜色，漫天遍野都是白白

的霜雾，月亮在西边的天际落下去了，偶尔听到几声乌鸦的惨叫。甚至，“百

度百科”作出的两种解释都是互相矛盾的。

解释 1：诗的首句，写了午夜时分三种有密切关联的景象：月落、

乌啼、霜满天。上弦月升起得早，半夜时便已沉落下去，整个天宇只剩

下一片灰蒙蒙的光影。树上的栖乌大约是因为月落前后光线明暗的变化，

被惊醒后发出几声啼鸣。月落夜深，繁霜暗凝。在幽暗静谧的环境中，

人对夜凉的感觉变得格外敏锐。“霜满天”的描写，并不符合自然景观的

实际（霜华在地而不在天），却完全切合诗人的感受：深夜侵肌砭骨的寒意，

从四面八方围向诗人夜泊的小舟，使他感到身外的茫茫夜气中正弥漫着

满天霜华。

解释 2：“霜满天”：诗人张继把冰雾误认为是霜了。在气象学上，雾

是指悬浮于近地面空气中的大量水滴或冰晶，是水平能见度小于 1 千米

的物理现象；霜则是空气中的水汽直接在地面或地物上凝华而成的白色

冰晶。显然，雾是指水汽的空中凝结物，它可以是水滴，也可以是冰晶；

霜仅指水汽的地表固态凝结物。诗人夜泊于枫桥时，天气寒冷，漫天冰

雾，点点渔火之光和月光（或月亮余晖）经冰晶的反射，进入诗人眼中，

他就觉得那是霜反射的光亮。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

的认识还十分肤浅，他们要么把空中的冰雾和地上的霜笼统地都称作霜，

要么认为地上的霜是由空中的“霜”降落形成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的“霜

降”，其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所以，张继用“霜满天”也就顺理成章了。

冰晶雾又称冰雾，冬季比较常见，只是现代人常常把它误认为是下雪，

因为它看上去就是“雪花”在纷纷飘落。

有趣的科普：诗歌名画中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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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说明要想完全理解一首诗，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否则就

会出现主观臆断的解释，甚至是迷信的解释。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作者长期从事科学与艺术相关实验的设计与开发工

作，研发的“科普智慧墙”系列实验展板之名画与科技版，深受广大学生、

教师欢迎，在上海市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为让这一成果惠及更多的学生和其

他读者，本书作者选取 10 幅美术作品和 20 首唐诗进行分析，指出作品中涉

及的科学原理，说明它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并给出一个简易小实验

用来理解这些科学原理，目的是帮助读者从科学和艺术两个方面理解艺术作

品，学习相关科学知识，培养动手实践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绘画和诗歌中涉及大量科学知识，但由于版权和篇幅所

限，本书只选择了其中一部分，希望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有兴趣的

读者还可以进行深入研究。本书所涉及的科学知识只作简介，并没有给予详

尽的解释，读者可查阅有关资料进行详细的了解。

本书在写作和相关实验的研发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市物理二期课改主编

张越先生的亲自指导，张先生并为本书作了序，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还

要感谢在“科普智慧墙”研发过程中，鼎力支持的上海延安中学校长郭雄先生；

感谢对书稿进行校对的刘丽文女士和长期试用相关实验的上海延安中学物理

组全体同仁。

本书的观点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难免存在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批评

指正。

编著者

2015 年 5 月于上海5 年 5 月于上海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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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人类最                 高心智和情感的

产物，它与科学一起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轮子。正如著名物理学家李政

道所说，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的基础

是人类的创造力，他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被誉为 19 世纪最伟

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认为，“艺术越来越科学化，科学越来越艺术化，

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在山顶重逢”。这两位科学和艺术方面的大师的

言论代表了无数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观点。事实上，越是科学和艺术的前沿，

二者结合得就越紧密，它们互相渗透，相互促进，有时甚至难以区分，哪个

是科学，哪个是艺术。

莫奈是法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印象派的理论和实践大部分都有他的

推广。莫奈擅长光与影的实验与表现技法，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改变了阴影和

轮廓线的画法。在莫奈的画作中看不到非常明确的阴影，也看不到凸显或平

涂式的轮廓线。实质上这种画法，是光对物质的科学反应，例如他考虑了光

高心智和情术是人类最

绘画与科学

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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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缘效应，考虑了光视觉的融合特性等，这些特性的掌握不是一般的画家

所能够了解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莫奈是半个光学家，这也是一般模仿莫

奈的人所无法企及他的原因。可以说莫奈的绘画就是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

典范。

科技的发展促进美术技术的发展，美术的发展渗透着科技的光芒。例

如：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出现了供绘画用的“成像暗箱”，这降低了

绘画的技术难度，使得人物和景物形象更逼真，透视关系更准确，色彩及光

线更接近于现实，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早期的油

画与照片相差无几的原因。再如：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飞速更新的摄影器

材和电子图像系统，深刻地、近乎取代性地改变了传统绘画的制作过程与内

在品质，尤其是改变了画家的观察方式。目前国内所能见到的架上绘画，从

大型创作到人物画，甚至风景与静物，九成作者全程使用照片。使用照片画画，

画面的图像化，图像与绘画混同是当今写实画家共同构建的三部曲。

设计艺术是“艺术化的造物行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密切，现代产品

都要经过艺术设计从而使产品更加美观、更加实用、更加人性化。它要求优

秀的从业人员既是艺术家，又是工程师；需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思维

观念，理解最新的物体成型技术，并了解消费对象的需求。

我们挑选了 10 幅绘画作品，分析它们当中存在的科技因素，体会其中

的科学道理。目的是使读者在欣赏作品的同时获得一定的科技知识，启迪思

维，培养想象力和创新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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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1888 年，35 岁的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 威廉· 梵高

（1853—1890）用一幅《阿尔的吊桥》（图 1—1—1）来表达他对

家乡（阿尔小镇）的热爱与眷恋。其中，吊桥赋予整个作品以神

采，勾勒出作品意境之张力，刚劲有力，同时给人以小巧灵活的印象，成为

传世之经典。

科学原理

从科学的角度审视画面，发现画中吊桥的设计利用了杠杆原理：桥

上端横梁两侧比中间长，根据动力矩与阻力矩相等的原理，这样设计使得

扳动吊桥更省力。吊桥桥面下的支撑架设计成三角形，使桥的结构稳定、

牢固。

阿尔的吊桥

图 1-1-1 《阿尔的吊桥》

作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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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阿基米德的这句至理名言，充分地

表达了杠杆原理的伟大。杠杆原理亦称“杠杆平衡条件”。要使杠杆平衡，

作用在杠杆上的两个力的大小跟它们的力臂成反比，即：动力 × 动力臂＝

阻力 × 阻力臂。

实践应用

省力杠杆

羊角锤，瓶盖起子，道钉撬，老虎钳，手推车，铁皮剪，修枝剪刀

费力杠杆

筷子，镊子，钓鱼竿，脚踏板，扫帚，船桨，裁衣剪刀，理发剪刀，人

手臂

等臂杠杆

天平，定滑轮

科学小实验

实验器材：3 张 A4 纸，胶水

实验要求：不借助任何工具将三根纸棒顶起

来，并可承受一定的重物。

实验步骤：

1. 将 A4 纸卷成 3 根圆纸棒。

2. 如图 1—1—2 所示，将三根纸

棒互成 120°摆放，然后上下交替

叠放，松手后三根纸棒就会相互支

撑而站立，其上面就可以承受一定

重量的重物。这种结构在建筑工地

上经常应用。

工程三角支架

图 1-1-2 实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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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这是梵高结识了印象主义画家之后的变化，他的作品

色调变亮了。他深深爱上了辉煌的、未经调和的色彩。但他

的色彩特征与印象主义的色彩根本不同。即使他运用印象主义的 技

法，由于他具备对人和自然特有的观察能力，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具有

非凡的个性。

梵高的激情，来自他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强烈反应。他给弟弟提奥

的信是一个艺术家写出来的 动人的故事。信中表明了他高度敏感的知觉

力，这种知觉力完全符合他感情的反应。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正在获得

效果，这种效果是通过黄色或蓝色来取得的。虽然他的大部分色彩观念用

来表达对人物和自然的爱，以及表现过程中的愉快。但他对较深的色彩十

分敏感，所以在谈到《夜晚的咖啡馆》时，他说：“我试图用红色和绿色

夜晚的咖啡馆

图 1-2-1 《夜晚的咖啡馆》

作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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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手段，来表现人类可怕的激情。”《夜晚的咖啡馆》是由深绿色的天花板、

血红的墙壁和不和谐的绿色家具组成的梦魇。金灿灿的黄色地板呈纵向透

视，以难以置信的力量进入到红色背景之中；反过来，红色背景也用均等

的力量与之抗衡。这幅画是透视空间和企图破坏这个空间的逼人色彩之间

的永不调和的斗争，结果给人一种幽闭、恐怖和压迫感的可怕体验。作品

预示了超现实主义用透视作为幻想表现手段的探索，但是没有一种探索能

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

科学原理

这幅作品中的台球桌给人感觉有些变形，好像比正常的台球桌长了一

些，这是不是画家梵高画错了或有意这样呢？事实上，这正是这幅作品的

成功之处，这里面运用了一个科学原理。首先，请你把视线与画面从 0°到

180°变换连续观察画面，你会发现作品中的台球桌的长宽在不断地变化，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你从不同的位置看台球桌，会在视网膜上留下不同

的成像，而这些视网膜上不同的成像便形成了不同的三维知觉结果。这一系

列视网膜上图像的变化和我们从一个真实台球桌前走过时看到的图像是截然

不同的，但我们都倾向于将这些平面图像解释为三维立体大小的实物，因此

从不同角度看真实的台球桌是完全一样大小，而看图片上的台球桌则会有独

特的“伸缩”效果。

实践应用

我们在拍生活照片的时候，如果你想得到较瘦的效果，就应该侧位拍

照；反之，如果你想得到较胖的效果，就应该正位拍照。

这也是人们在观看电影时，尽量从正对银幕的位置进行观赏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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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小实验

实验器材：图 1—2—2

实验步骤：

1. 头紧贴图 1—2—2 纸面从左侧观察画面中的

肥皂。

2. 正对纸面观察画面中的肥皂。

3. 头紧贴纸面从右侧观察画面中的肥皂。

4. 比较以上三个位置观察到的肥皂长度和宽度有何变化。

验证图形的
伸缩效应

图 1-2-2 实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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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科学不仅为未来艺术创作提供新灵感，许多经典画作也蕴藏

着不少悬而未决的科学谜题，回顾西方美术史，其中，梵高作品留

下的谜题 多。梵高的名画《夜色里的白房子》右上端有一颗特别明亮的“星

球”，它到底是月亮，还是其他特殊的星体？让科学家们忍不住一探究竟。

科学原理

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唐· 奥尔森教授对此感到好奇，想弄清楚这是

不是一次真实的天象记录。他通过查阅文献资料，找到了梵高给弟弟的信。

信中提到，这幅画创作于 1890 年 7 月 17 日晚上 7 时左右，作画地点是在法

国的奥弗尔小镇。

2000 年春，奥尔森专程来到奥弗尔小镇，找到了画中的那幢白房子。

夜色里的白房子

图 1-3-1 《夜色里的白房子》

作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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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原画的比对，奥尔森得出结论：梵高是朝着西方地平线，在太阳下山

时创作这幅画的。

奥尔森又来到天文馆，借助文献资料和计算机模拟，知道那一天为阴

天，不可能有月亮，也没有其他特殊的天象。通过比对星图，奥尔森终于确

认，令他感到惊异的那颗星是金星，正是它把当时的天空照得异常明亮。

实践应用

用现代科学理论和现代手段分析名画所蕴含的信息。名画的作者绘画都

遵守一定风格或者说风格相对固定，根据其风格特点即绘画习惯，再根据画

面内容以及当时的各种信息如天气资料、科技发展资料、当地人民的生活习

惯……经过综合分析就会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

如图 1—3—2 所示，这是北京故宫

博物院珍藏的一幅宋代名画《晴春蝶

戏图》。现代昆虫学家李传隆按蝶的体

型、色彩、斑纹及大小等，对这幅古

画上的十六只蝶进行了分析与鉴别，

发现它们分属于两个目、六个科、九

个种，即：膜翅目、鳞翅目，凤蝶科、

粉蝶科、斑蝶科、蛱蝶科、灰蝶科、

绢蝶科，黑凤蝶、蓝鳞乌凤蝶、软尾

亚凤蝶华东亚种、菜粉蝶、褐脉菜粉

蝶、多点菜粉蝶、金斑蝶、粉绿双尾

蝶、蓝色小灰蝶。

科学小实验

实验器材：学生刻度尺

实验要求：根据上述对印象派油画的分析方法，

可以得出很多有用的信息。请利用天安门城楼下面人

的身高，估算天安门城楼的高度。事实上，这也是卫星图片的一种分析方法。

照片分析
实验

图 1-3-2 《晴青蝶戏图》

（宋·李安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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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步骤：

1. 如图 1—3—3 所示，用刻度尺测量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主席画像的高度，

然后测量出天安门城楼的高度。

2. 根据画面中主席画像的高度与实际主席画像的高度（约 6 米）的比等

于画面中天安门的高度与实际天安门高度的比，计算出天安门的实际高度。

3. 上网查一下天安门的高度，比较二者之间的差距。

图 1-3-3 天安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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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法国著名画家米勒于 1857 年完成《拾穗者》（如图 1—4—1

所示），这是一幅描写农村夏收劳动的一个极其平凡的场面，可是

它在当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却远不是画家所能预料的。由于画家使用

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使富饶美丽的农村自然景色与农民的辛酸劳动形成了

鲜明对比。

科学原理

“黄金分割”原理在该画面构图中得到了巧妙的应用，画面舒畅、精美，

成为绘画构图的典范。该原理是一种古老的数学方法，由古希腊的毕达哥拉

斯发现。他认为：一条线段的某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比，如果正好等于另一

部分同整个线段的比，即 0.618 时，这样的比例会给人一种美感。后来，这

拾 穗 者

图 1—4—1 《拾穗者》

作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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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应用

在摄影时，利用相机取景框中的三等分参考线，将画面中的关键元素放

在任意一条三等分线上。如条件允许，放在两条三等分线的交点处更好。拍

摄风景时， 常见的做法就是让天空占据画面的上 1/3，地面占据剩下 2/3，

大树、石柱等其他关键元素则放在三等分线交叉点上。

科学小实验

实验器材：1 张 A4 纸

实验步骤：

1. 将一张 A4 纸裁减成 10 个边长大小不同的

四边形。

2. 从中挑选一个你认为 美的四边形。

3. 测量出你挑选的 美的四边形的长与宽，并计算出宽 / 长的数值。

你计算的数值，它应当 接近 0.618。

一神奇的比例关系被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柏拉图誉为“黄金分割律”。

如图 1—4—2 所示，《拾穗者》中的主要人物分别在黄金分割线附近，所

以给人以强烈的美感。

验证黄金
分割律

图 1—4—2 《拾穗者》比例图《拾穗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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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 后的晚餐》（如图 1—5—1 所示）是意大利艺术家列奥纳

多· 达· 芬奇所创作，是所有以这个题材来创作的作品中 著名

的一幅。画面中人物的惊恐、愤怒、怀疑、剖白等神态，以及手势、眼神和

行为都刻画得精细入微，惟妙惟肖。该画现藏于意大利米兰圣玛利亚德尔格

契修道院。《 后的晚餐》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美术宝库中 完美的典范杰

作。这幅画是他直接画在米兰一座修道院的餐厅墙上的，画面利用透视原

理，使欣赏者感觉画面中的房间作了自然延伸。

科学原理

如图 1—5—2 所示，达· 芬奇的《 后的晚餐》采用的是单点透视，又

称为平行透视，由于在透视结构中，只有一个透视消失点，因此得名单点透

最后的晚餐

图 1—5—1 《最后的晚餐》

作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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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平行透视是一种表达三维空间的方法。当观察者直接面对景物，可将眼

前所见的景物，表达在画面之上。通过画面上线条的特别安排，来组成人与

物，或物与物的空间关系，表现为近大远小，令人产生视觉上立体的表象。

实践应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人和物的形象，有远近、高低、大小、长短

等不同，这是由于距离不同、方位不同在视觉中引起的不同反映，这些因素

只有综合运用光学、数学原理，特别是投影几何原理，才能准确地在纸面上

表现出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

科学小实验

实验器材：1 张 A4 纸

实验步骤：

1. 如图 1—5—3 所示，在 A4 纸的两个边缘

画出两条直线。

2. 将 A4 纸卷成一个圆筒。

3. 从筒的一端向另一端观察。你可以看到

靠外边缘的圆圈要大于靠近内边缘的圆圈，这

就验证了透视原理。

图 1—5—2 《最后的晚餐》透视原理图

图 1—5—3 实验图

验证透视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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