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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rhythm, people's work and study pressure is increasing. Young people have just 

entered society. They face important life choices such as fast-paced, stressful work, trivial daily life, emotions 

and marriage. In the face of all kinds of problems, people naturally want to find solutions. During their 

regular recreational hours, the group will focus more on activities that help them relieve stress and depression. 

For example, comedy movies with high box office in cinemas can release people's thoughts. This kind of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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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工作、学习压力越来越大。年轻人刚刚进入社会。他们要面对快节

奏、高压力的工作、琐碎的日常生活、情感和婚姻等重要的人生选择。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自

然想找到解决办法。在平时的娱乐休闲时间里，这群年轻人会更加关注能帮助他们缓解压力、缓解抑

郁的活动。例如，电影院票房高的喜剧电影可以释放人们的思想，这种具有治愈性的产品近年来越来

越流行，并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和诸多领域。基于此本文将对当代艺术的治愈性进行研究，对当代艺术

治愈性的体现方面进行总结，并提出治愈性在当代艺术中应用的途径，以促进治愈性在当代艺术中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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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治愈性一词起源于日本，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佛

教，近年来，中国也深受其影响。当代人在物质生活全

面改善的同时，也要承受来自社会、家庭等方面的压力

和责任。因此，人们越来越重视人的精神和心理需求，

寻找更简单有效的方法来缓解身心的情绪和压力。随着

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也越来越发达，由于图片的形式

比文字更直接、更快捷，因此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浏览

大量图片，促进了插画行业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然而，

在信息爆炸时代，人们更关注信息爆炸时代的情感艺术

作品，希望这些作品能够缓解当下的焦虑。在当代艺术

作品的愈合中，不仅注重作品的实体设计，更强调公众

与作品的互动，从而对作品的主题理念有更深刻的理

解。这些互动不仅是可感知和可触觉的，而且是人类的

经验。感官体验和情感体验可以唤醒人们的精神意识。

艺术作品可以通过刺激人们的感官参与来影响人们的

精神和情感，从而给公众一个全新的、可接受的体验。

当代艺术的蓬勃发展，反映了公众对一个能够表达公众

情感的公共空间的需求。治愈系的当代艺术作品的受欢

迎程度，也能反映公众对情感治愈的需求。 

2. 当代艺术治愈性的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

领域，更像是一个少数圈内人对大多数人保密的游戏。

而当代艺术是一种通过观众自身的体验，打破这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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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缩小人与艺术之间距离的艺术形式。艺术家要做的

不仅仅是满足于艺术作品的审美，更重要的是要给作品

注入一些信息。当代艺术作品既有与公共场所公共空间

的对话，也有与公众的对话。对话体现了当代艺术互动

的重要属性。当代艺术是以公众为前提的，既然是公共

的，公众导向不可能完全是艺术家的主观意志，所传达

的思想也应该是大众化的。由于中国当代艺术大多还被

迫植入公众的视线，公众仍然处于被动状态。这样的当

代艺术缺乏宣传，更谈不上与公众的良好互动和体验。

互动是基于我们的感知。审美主体首先要通过感觉和感

知来反映世界，这是整个人类意识的共同特征。与当代

艺术作品互动时，必然产生互动体验，这种互动体验是

多维的。从不同维度的互动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体验

当代艺术的治愈性。 

2.1. 艺术作品视觉直观上的治愈性 

视觉作为一种感知系统，是人类生理的一种感觉，

必须有一个客观实体从视觉传递到大脑，大脑会根据人

类的主观行为来选择要看什么。作为观众，在欣赏艺术

作品时，也会根据个人经验有选择地输入信息，输入内

容是当代艺术作品体验的重要因素。人们对颜色的初步

认识来自牛顿的一个小实验，在窗户附近放置了一个棱

镜，最后找到了七色光谱。在牛顿的发现中，颜色是一

个物理问题，而歌德在感性的层面上重新描述了颜色。

歌德认为色彩是人类通过视觉最终大脑产生的一种感

觉。艺术家利兹·韦斯特的作品是基于她对牛顿光学和

歌德的视觉感知理论的理解，作品大多是多姿多彩的公

共装置作品。如图 1 所示，她在尼辛卡蒙多博物馆广场

上展出的作品《Aglow》由数百个六边形排列的透明荧

光碗组成。当下雨时，这些碗会随着雨水的水位而变化，

观众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透过光线感知光线和颜色。艺术

家利兹·韦斯特的作品将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体验。

在这个充满混凝土的城市里，具有奇幻色彩的当代艺术

作品带给公众的视觉体验更加强烈。这些颜色也有情

感。在光的作用下，不同的颜色给人的大脑神经带来不

同的兴奋，或者在人类尺度的前提下，颜色也能给人不

同的情感变化。在艺术治愈中，不同的颜色会达到不同

程度的治愈效果，根据不同的个体情况提供不同治愈效

果，可见，视觉对人们的心理治愈很重要。 

 

 

图 1 作品《Aglow》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红色的圆形积木和绿色

的三角形积木混合，然后让 3 到 5 岁的孩子找到与红色

三角形相似的积木。测试结果表明，儿童对颜色的敏感

性高于造型。在儿童发展的不同阶段，对颜色的认知也

不同。幼儿园的孩子开始有性别差异的颜色。例如，粉

红色是女孩的颜色，蓝色是男孩的颜色。这种对色彩风

格的认知一方面来自生理，另一方面来自个人对色彩的

情感。当儿童第一次与物体有意义的接触时，他们会在

心理上保留物体的固定色彩情感。在 9-12 岁的时候，

孩子们可以通过感知阴天的黑暗和阴暗，晴天的明媚来

表达自己。发展到第二层次，敏锐的感知能力已经形成，

能感受到不同阳光下树叶不同的绿色，从而也能对各种

色彩感觉产生联想。从以上对不同年龄段儿童色彩的理

解中，我们可以发现色彩是一种情感性的、情感性的，

它来源于个体的经验和生理的发展。与艺术创作中对色

彩的主观运用相比，当代艺术是艺术家向公众提供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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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情感。红色的热情、黄色的稳重、蓝色的沉稳等，因

此能给人不同程度的情感慰藉。 

2.2. 艺术作品声音引导下的治愈性 

由于不同的颜色感知，声音的响度、音调频率、音

色等一系列特性也会带来不同的听觉感受。在声波的作

用下，感官对声音产生的特性和听觉系统的分析就是听

觉。埃利亚松的当代艺术作品《瀑布》，如图 2.2 所示。

高耸的瀑布像急流一样从空中倾泻而下，人造瀑布倾泻

而下，发出轰鸣声，水的轰鸣声给人以强烈的震撼，给

整个环境带来一种奇特的气氛。埃利亚松的作品不仅能

给人以直观的视听体验，还能引发情感上的满足和兴

奋。不同的水流运动方式，倾泻或蜿蜒，对环境的整体

氛围有着深刻的影响，并能带给人们不同的感受。在自

然疗法中，水声可以完全放松和缓解压力。在自然治愈

中，不同状态的水有着不同的感受方式，随着咆哮的瀑

布闭上眼睛，想象可以继续带走烦恼和紧张；细雨和亵

渎的大雨可以增加诗歌的意境，静静聆听，放松大脑；

潺潺流水能给人冥想的心情，感到舒适快乐；随着波浪

的节奏声，放慢呼吸，感到舒畅。可见，以水声为导向

的当代艺术作品，以不同的运动方式给人一种轻松舒适

的感觉。以瀑布为例，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我们在城市

中很少见到如此壮丽的瀑布景观。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

高，人们很难接触到广阔的自然环境。这项工作不仅可

以使人放松，而且可以通过声音治愈。同时，也可以提

醒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生态危机等问题的认识，这

也正是作品中治愈性的体现。 

 

 

图 2 作品《瀑布》 

2.3. 艺术作品身体感触上的治愈性 

人的触觉能传达不同情绪，例如热饮能给人一种温

暖愉悦的感觉。但是，如果舌头被热饮烫伤，温暖和愉

悦就会消失，疼痛会带来焦虑和不安。人与物的不同接

触状态会产生不同的反应，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的身体

接触也能传达不同的情感。在艺术领域，触觉带来的心

理感受和艺术本身所传达的思想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产生一种新的情感体验。当代艺术作品的材料本身隐含

着与人类情感相对应的独特信息。无论材料本身的属性

是什么，它都充满了它独特的意蕴，可以从肌理中表现

出来。不同材质的当代艺术作品会给人们不同程度的审

美体验和情感体验，而这些都是基于触觉体验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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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玻璃等材料表面光滑，能给人一种光滑坚硬的舒

适感，而棉麻材料则能给人温暖温暖的感觉。当然，材

料本身具有很强的触感，它的吸引力来自于人们通过与

材料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欣赏和评价，也来自于对材料

本身物理特性的美感。在与不同材质的当代艺术作品互

动时，观众与材料的密切接触所带来的触感体验是截然

不同的，这也会影响到最终的情感体验。奥地利的一个

设计团队，努曼的作品《带空间》，如图 2.3 所示，是

用透明胶带制成的。从外部看，作品的形状是静止的，

有力的曲线支撑在整个空间中。当进入室内，通过个人

的触觉体验，观众会发现内部结构是软而有弹性的，不

是表面上那么硬，而是极其灵活。这两个作品都可以从

里面体验，但一个是绳子的连接，另一个是带表面的建

筑。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材料给观众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触

觉体验。在由绳索构成的立体铁丝网中，当观众在这个

简单复杂的空间中自由攀爬、行走时，会给人一种浩瀚

和空虚的感觉。另一个作品用大量胶带展示了超乎寻常

口腔的力量。不同性质的材料在不同的排列组合下会带

来不同的触觉体验。同一物质的不同身体接触的情绪也

不同。如果人们用手握住绳子，他们是活跃的。绳子只

是一个可以自由控制的物体，不会有过多的情感体验。

然而，当人们攀爬和绳索时，人与绳索之间的空间关系

发生了变化。当他们的脚踩在不稳定的绳索上时，人们

的控制力是有限的，从控制绳索的人到充满绳索的空间

中的人。这种接触方式改变了人与物的关系，也改变了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视角，从而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自

己。 

 

 

图 3 作品《带空间》

3. 当代艺术治愈性的应用 

3.1. 治愈性在艺术客观空间中的应用 

在亨利·勒菲弗尔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空间是自然、

人类精神和社会的统一体。太空是万物的载体。神经科

学家认为人脑能够判断和感知多维空间，并能将空间与

个体身体联系起来。史前人类能够以身体为出发点感知

外部空间。直立时，他们能感觉到头和脚的不同空间方

向；当他们把手臂伸向身体的左右两端时，他们可以感

知到左右不同的空间方向；他们可以观察距离，从远到

近感知空间。可见，人体可以作为感知的出发点，在当

代艺术作品中也强调了人体与空间的关系。光凭身体感

知空间是不够的。人们开始看远处的天空，与地面场景

的多变性相比，天空具有周期性和参照性，进而对人类

对宇宙的探索和发现。这种对空间的认知就是物理空

间。人类对空间的认知是无限的，随着新空间、新技术

的发展，空间艺术将有更多的可能性。在雕塑艺术领域，

传统雕塑艺术的空间感是一种不断被人们感知的拓展

感。在当今的数字世界里，雕塑艺术也可以实现在计算

机上呈现的虚拟三维形态。此时，雕塑的空间感也是虚

拟的。人们对这个空间的感知需要更多的空间体验和想

象。这种空间是相对于技术发展带来的现实空间而言的

虚拟空间。由此可见，在不同的领域和历史阶段，人们

对空间的认识是不同的，所要探索的治愈思维下的当代

艺术，是建立在物质空间下的社会空间之上，可以介入

大众的精神空间和心理空间。 

3.2. 治愈性在艺术感知思维中的应用 

在艺术治愈的实际应用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首先确

定治愈的地点，即一个空间。隐蔽的空间能给人一种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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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保护的感觉，而开阔的空间能给人一种空气流通的舒

适感。由此可见，艺术治愈中创造空间的重要性，即空

间对人的情绪或情绪的影响的重要性，最后一节提到的

精神空间是为人的。治愈思维下的空间体现在当代艺术

中，通过当代艺术介入人们的精神空间。就像感知我们

的社会一样，感知作品有一种触觉、温度和力量感，从

而引发思考。当代艺术空间创作中的诸多因素都在考虑

范围之内，这些因素影响着空间的整体氛围，最终给人

们带来情感体验，创造了一个治愈人的空间，无论是在

色彩、质感上，还是在传达的理念上，都能给人一种温

暖的治愈感。 

3.3. 治愈性在艺术沉浸式体验中的应用 

近年来，沉浸式体验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各个领域

和行业，沉浸式体验服务从不同角度展开。在心理学中，

专注于做某件事的心理状态称为“流”，类似于身临其

境的体验。沉浸式体验就是创造一个空间，给观者带来

全方位的感官体验，并专注于场景所创造的空间，在情

境中感到快乐和满足。沉浸式体验包括人的感官体验和

认知体验，并最终导致情感体验。埃利亚松的《气象计

划》成功地吸引了数百万人在泰特美术馆体验，这种经

典的身临其境的体验是在房间里创造一个日落的场景。

加湿器里上升的雾和伦敦的雾非常相似。半圆形发光装

置在镜面天花板的反射下形成一个圆太阳。整个空间充

满了雾霭和暮色，与镜面天花板共同营造出梦幻般的场

景。无数游客可以坐在这里的地面上，或仰望镜中的天

空，看着眼前虚幻却真实的一幕。无论观众有什么样的

个人体验，但对自然的体验是常见的。雾本身有一种错

觉的感觉。此外，黄昏的色彩和近距离的太阳给观众带

来了完全不同的空间体验。镜子不仅巧妙地反射太阳，

还表现出这种近乎真实场景的虚幻感，为整个空间增添

了更多的虚幻色彩。这种创造“感性世界”的方式，可

以调动观众的感官和情感，让观众在作品中有身临其境

的体验。在这种空间体验中，要注意作品与空间的关系，

作品与观众的关系，以及观众与空间的关系。观众在欣

赏一些艺术作品时，实际上是感受作品、融入作品的过

程。无论是中国山水画还是油画静物画，都能为观众营

造一个虚拟的世界，让观众的思想或情感在作品中畅

游。《气象计划》作品首先传达给观众的不是某个观点

或想法，而是给观众的一个空间。观众可以静静地坐着

或躺着仰望太阳，在阳光下滋润自己，在这个空间里放

松，然后思考这个空间，从而引发对这部作品的更多思

考。身临其境体验的作品也能给人一个唤醒感知和意识

的空间。 

 

4. 结论 

当代艺术的治愈性可以满足坐着的精神需求，通过

观察事物来总结，表达自己对温暖和精神渴望的需要。

艺术家在满足自身精神的同时，也给观众带来了同样的

精神满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进

程日益加快，人口和资源的巨大短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

强大的现实压力。每个人都想变得更好，过上更丰富的

物质生活，但他们往往精神空虚，因此承受着沉重的心

理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自然需要有治愈性的

艺术作品，而当代艺术治愈热潮迅速蔓延。当代艺术的

疗愈不仅反映了作者内心对爱和被爱的渴望，也表达了

在物质日益丰富的今天，需要更多的方式来填补或治愈

被社会创伤的灵魂。因此在当代艺术中，治愈性是一种

可以用艺术治愈的心理疗法，不需要依靠语言来表达自

我，注重心灵的表达，可以帮助大多数人从精神疾病的

痛苦中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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