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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我们的教科书已进入循环使用，请大家一定要

爱护它。在书中回答问题时，请用铅笔轻轻地书写。谢谢！

出版说明

  本教科书是2001年版的修订

本，是依据修订后的《义务教育美

术课程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的。

为促进学生人格全面发展，提高其

美术素质，本教科书将《义务教育

美术课程标准》转化为中小学师生

可实施的教学内容，在明确学生必

备的美术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注

意贴近学生的学校生活与社会生

活，使之富有情趣和启发性。

  本教科书广泛听取全国实验区

师生的意见，吸纳各地优秀课例，

使得教材的美术知识和能力训练更

加科学与系统，适于学生学习。

  本教科书的编写得到了首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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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中小学美术教研员的大力支持

与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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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毕加索的意愿，在西班牙未能结束法西斯统治之前，这幅画只能在美国的纽约展出。1981

年《格尔尼卡》终于被送回了毕加索的故乡——西班牙，陈列在普拉多美术馆★。

《剑桥艺术史》指出：“破碎的形象、惊恐的气氛和灾难的象征都混合于一体，使《格尔尼

卡》成为本世纪少数几幅真正具有大众意义、使用大众语言的大众作品之一。”

1★为知识链接

1937年4月，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对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进行狂轰滥炸。毕加索听到这个消息之

后义愤填膺，放弃了原本创作的一幅作品，转而用六周时间就将此画完成。此画不是用写实的手

法进行报道，而是采取象征性的手法有力地揭露了侵略战争的罪恶和法西斯的暴行。一种史诗般

的悲壮触动着观众的视觉和心灵。因此，这幅画成为20世纪美术史上极其重要的作品。 

毕加索（西班牙）格尔尼卡（壁画，349.3厘米×776.6厘米,现藏于西班牙马德里苏菲亚王妃艺术中心）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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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灯的女人

1884年，毕加索3岁的时候，西班牙

马拉加发生了地震。那天晚上的尖叫、惊

恐、火焰、毁灭都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

象——爸爸背着他跑出房间，母亲举着灯

照路。那场自然灾害带来的印象，成为他

描绘战争灾难的基础。

●从楼上跳下来的人

在惊恐中逃命的人绝望地

从楼上跳下。在他的前后是熊

熊的火焰。

思考与讨论：

1.这幅画的画面内容看上去显得比较凌乱，画家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绘画形式

表现战争题材？

2.欣赏《格尔尼卡》会给你的心灵带来怎样的感受？

  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画家，西方现代美

术最具创造性和影响力的大师。出生于西班牙马拉加，

从小受当美术教师的父亲的影响学习绘画，后入巴塞

罗那和马德里的美术学院学画。其作品受非洲黑人艺

术、原始艺术、东方艺术及塞尚的影响。1906年至1907

年间，开始对绘画形式结构进行探索，并创造出立体主

义风格★。毕加索一生勤奋，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美术作

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作品风格多样、巧变不竭，但

却保持着自己粗犷、刚劲的艺术个性。

评价建议：我通过《格尔尼卡》知道了战争的罪恶，了解了立体主义风格的艺术。□ ★为知识链接

●牛、马

牛在冷漠之中蕴含着一种威胁；马在死亡之

前的嘶鸣，显示了最后痛苦之中的抽搐。不少评

论家认为牛头是法西斯的象征。因为毕加索对该

画所作的唯一一次公开的解释是：公牛代表残暴

和黑暗，马代表痛苦的人民。

●抱着已死孩子的女人

这个形象来自毕加索为创作《格尔尼

卡》所画的一张习作。画中的妇女被画在牛

头之下。她的两只眼睛已化为两滴眼泪。法

国哲学家罗歇·加罗迪把她描写为“人类受

苦受难的普遍象征”。

●灯

在 一 片 混 乱 、

嘈杂声中，这只像眼

睛一样的灯发出耀眼

的锯齿状的光芒，强

化了扭曲的痛苦和悲

剧的气氛，就像一个

“冷酷的梦境”。

●躺在地上的战士

躺在地上的战士手握着

一把断剑的剑柄。他肢体残

缺，死不瞑目。

 惨绝人寰的战争暴行
1937年4月26日下午，在西班牙内战

的高潮时期，德国纳粹空军帮助西班牙

反动头子佛

朗哥轰炸了

西班牙北部

巴斯克人的

故都格尔尼

卡城。这次

空袭是第一

次对平民的

恐怖轰炸，

杀害了数千

名无辜者。

此举立即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抗议。此

图是被炸后的格尔尼卡废墟。

 创作的轨迹
  毕加索为创作《格尔尼卡》，先后

画了许多草图，这是他在创作初期画的

一幅草图。从中不难看出画面上方有一

个太阳,马没有出现在正式稿的位置上，

但人物的安排已初步确定。大约第六稿

时才把构图画成最终的样子。

为创作《格尔尼卡》所画的草图（局部） 为创作《格尔尼卡》所画的习作之一

格尔尼卡声讨暴行的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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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尼卡



在塞尚写生处拍摄的拜克托瓦尔山

在凡.高写生处拍摄的夜咖啡馆

拜克托瓦尔山（油画） 1904—1906 塞尚（法国）

夜咖啡馆（油画） 1888 凡.高（荷兰）★

欣赏塞尚的《拜克托瓦尔

山》，对照真实山景，不难看出画

家作品中表现出的明显是个人的理

解和强烈的个人风格，这就形成了

艺术创造与生活真实之间的不同。

找出凡.高笔下的《夜咖啡

馆》与咖啡馆实景的明显不同，想

想画家为什么要强调对夜空和地面

的艺术表现。背光的建筑为什么被

画家描绘成蓝紫色调？作品的色彩

表达与真实的夜色有什么不同？

想一想

★为知识链接

齐白石画虾被称为一绝。他儿时常在河塘捉虾，

对虾感兴趣。开始画虾时，他还曾在家中养虾，每日都

要仔细地观察。他对虾的结构、活动姿态了然于胸。

初时，齐白石画虾只是对照写生。经多年艺术积

累，至70岁才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画法。其笔下的虾逼

真灵动，通体透明，呼之欲出。用浓墨点睛，使虾的

眼睛极其有神。真虾八对足，前三对为步足，后五对

为泳足，齐白石重点表现了五对足，却使虾显得足多

而富有动感。他画的既是鲜活充满生命力的虾，又能

使人感受到苍劲的笔意和润泽多变的墨色，生活与艺

术融合在一起，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创作的原型从生活中来，经过艺术家筛选和创造

加工产生新的艺术形象，这个升华的过程正体现出艺

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1.齐白石画虾的题材与生活的关系。

2.齐白石画虾的技法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虾（中国画） 1947
齐白石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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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摄影） 现代

长城（中国画） 现代
吴冠中

长城颂之六（中国画)
1982 邵宇

长虹（油画） 1991 詹建俊

张 （唐）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释意：山水画创作必须向大自然学习，经过主

观的体验、领悟、熔铸和再造，将客观现实与主观情思

有机地统一。）

                ——《历代名画记》 张彦远（唐）

学习建议：

1.请你通过画家所画长城与长城实景相比

较，写出200字以内的短文，谈谈你对美术创作

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理解。

2.你还能举出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

例子吗？课下与同学交流。

名家论述：

毛泽东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

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

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

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

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罗丹（法国）

艺术，就是所谓静观、默察；是深入自然，渗透

自然，与之同化的心灵的愉悦；是智慧的喜悦，在良知

的照耀下看清世界，而又重现这个世界的智慧和喜悦。

                              ——《罗丹艺术论》

评价建议：我理解了为什么说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右图摄影《开国大典》是对历史真实的记

录，有其珍贵的史料价值。由于它的纪实性，

在这里我们将其作为1949年开国大典的“生活

原型”，与油画《开国大典》相对照。

开国大典（油画） 1952—1953 董希文

开国大典（摄影） 1949 侯波

人群透视线与灯穗
方向引向毛主席

真实天安门的廊柱

画中天安门的廊柱

1.二者的题材内容是怎么来的？如果现实

生活中没有发生这一事件，艺术家能创造出这

样的作品吗？它说明了什么？

2.请你思考一下，油画中的天安门城楼与

真实的天安门城楼有什么不同？

3.两幅作品相比，哪张图中的毛主席像更

突出？画家是用什么手法突出毛主席形象的？

4.油画中有菊花，旨在说明什么？两张作

品哪一张更明确表现季节的时间性？

5.在对人物的表现上，油画《开国大典》

与照片相比较，哪个更集中、更典型地表现了

开国大典这一历史事件?

想一想

76



2.表达结构分析的方法。把一个物体

看成是透明的,将被遮挡的部分画出来。这

种方法能更清晰地表现物体的三维关系。

手绘线条物象立体的表达方法

1.表达直观感受的方法。按照物体的视觉现象予以表达，一般要符合透视规律。这种方法能较

真实地再现各种立体形象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观察方法正确是十分重要的前提，要把复杂的形体看成若干个基本形体的组合再来表现，很容

易画出立体的感觉。

吹风机造型由几个基本形体组合而成。

直观的表达方
法，真实地描绘直
观感受。

餐桌设计图通过透明
画法表达出桌子的结构。

书籍插图用主观方法表达的圆桌

3.表达主观理解的方法。根据作者对物体结构认识

理解进行表达的一种方式。如圆桌面不管什么角度都画成

圆形，四条腿画在一条线上，表示立在一个平面上。

手绘线条图像——物象立体的表达

画圆圈像个环,画出圆形的
结构即可表达出物体的体积。

利用球体结构设计的标志

  如果你想把自己看到或设

计的物品的形象表达出来,立体

图像能最直观、最形象地反映

出它们的形状、结构与特征。

  立体图像比平面图形更能

体现出物体的体积与空间感。

绘画或设计作品对物象的立体

描绘，可使观赏者感到一个真

实的物品展现在眼前。当你

要向别人描述一个物体的形象

时，手绘线条立体图像可以更

准确地帮你表达出来。

广告
三角形四面体组合的

雕塑设计图

手绘线条立体图像的应用

家具安装示意图

学生画居室一角布置效果图

基本形体的表达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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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色与邻近色

绿色的小壶上半部分是柔和的淡

绿色，且明度较高，下半部分是比较

鲜明的绿色。这种色相性质相同，但

色度有深浅之分的称为同类色。漂亮

的茶杯套半身橘色、半身黄色，既和

谐又有变化。这种在色环上相邻的色

彩互为邻近色。不管是同类色还是邻

近色，搭配起来具有柔和、温馨的色

彩感觉，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类设计

之中。

红色寓意喜庆、吉祥等。红
色餐具，有红色图案的桌布、粉
色的插花和红色壁纸，营造了一
个亲情融融的用餐环境。

不同的蓝色给卧室营造了清静怡人的氛围。

这幅作品选择了红与黄这组邻近色搭配描写秋色。

运用黄色和橘色搭配的茶杯套 绿色调的小壶透出几许茶香。

茶杯套的色彩搭配给你

什么感觉？小壶的色彩搭配

给你什么感觉？

333333333333

思考与讨论:

说一说本课介绍的几种立体

图像的表达方法有什么特点？可

用于哪些方面？在生活中你见过

这样的表达方法吗？

想象中的汽车造型 建筑设计图

用手绘线条表
达卫星的立体造型

学习建议：

1.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一

种物象立体的表达方法，画一件

物品。

2.试着将物象立体的表达方

法用于其他学科。

台灯

手机

课桌

盆花

学生作品

评价建议：我知道了手绘线条图像——物象立体的表达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看谁画的立体形象真实感强。 1110



思考与讨论：

1.你喜欢应用同类色和邻近色设计的生活用品吗？为什么？

2.用同类色或邻近色来进行色彩搭配，会呈现什么样的色彩感觉？

3.从生活中试举几个应用同类色和邻近色设计的实例与同学、家长进行交流。

学习建议：

1.选择你喜爱的一组同类色或邻近色画一幅小装饰画。

2.应用同类色或邻近色给家人设计一套生活用具，或给自己设计一件日用品。

色彩

Color

牙具 书包

提袋

评价建议：我知道了同类色和邻近色在生活中的应用很普遍。□  看谁设计的生活用具色彩给人的感觉舒服。

学生作品

学生作品

  以玫瑰色机身为
主色，配以紫色的出
风口，这款吹风机的
色彩设计运用了哪种
色彩关系？

  色彩给这两
个造型可爱的小
水 壶 增 添 了 情
趣，能分析一下
它们各采用了什
么色彩关系吗？

  这个小青蛙皂盒使用了
淡黄和淡绿,令人感觉很亲
切，尤其配上一小块绿肥
皂，晨起洗漱时给人带来轻
松愉快的好心情。你知道它
们属于哪种色彩关系吗？

  从这些彩色的小盒
子中间选择出三组同类
色和三组邻近色来。

  请分析三
个彩色烛台的
色彩关系。

烛台花瓶（产品设计） 
1996 
哈利.科斯吉能（芬兰）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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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绿对比的民族服装，
活泼俏丽、鲜艳夺目。

螺丝（剪贴画） 1951
马蒂斯（法国）

纯度对比

  左下图中纯度较高的颜

色为玫瑰红，纯度最低的为

暖灰底色。

明度对比

  右图中最暗为深绿色，

最亮为浅绿色。

色相对比

  左 图 中 共 有 四 种 颜

色——红、黄、蓝、绿。

冷暖对比

  右下图中最冷为绿色，

最暖为褐色。

  在日常生活与艺术设计

中，我们经常用到色彩对

比。前面学习的多种色彩对

比以各自不同的面貌和风格

出现在我们身边，装点着我

们的生活。

色彩对比的应用

小提示

  以上这组图例每一幅中都

会有多种对比存在，只不过以

一种为主。

补色搭配色彩效果强烈，但常会有令人目眩的感觉。

怎样使对比色在应用时取得既鲜明又和谐的色彩效果呢?

降低一方纯度 加入同一颜色 用中性色间隔 改变面积比例

  作品大量应用了色彩对比，描
写绿草地上色彩斑斓的花牛，带给
人欣欣向荣、快乐明朗的感觉。

补色协调法

这是以红和绿一对补色为例设计的图案，看上去有些

令人目眩。可以采取以下方法使其色彩感觉更加协调。

补色对比

在色相环中任一色相和与其

相距180°的颜色互为补色，如红

与绿、黄与紫、橙与蓝等。在并

列时会给人强烈的排斥感；若混

合在一起，会调出浑浊的颜色。

1514

色彩的对比444444

色相环

  利用色彩的对比可创造出

绚丽夺目的色彩效果。但要恰

当地运用色彩对比，使其更充

分地显示色彩魅力，达到鲜明

而不生涩、艳丽却不失沉稳的

艺术效果，这就需要掌握一定

的知识和方法。

  下面我们从补色对比、色

相对比、明度对比、纯度对比

和冷暖对比五个方面来认识色

彩的对比。

补色对比

牛场（农民画） 1985 方春萍



评价建议：我知道了色彩的对比有补色对比、色相对比、明度对比、纯度对比和冷暖对比等。□
      看谁画的色彩的对比作业又正确又好看。

冷暖对比突出色彩的冷暖关系，无论鲜明强烈，还是柔

和含蓄，都会营造出更加丰富微妙而又有变化的色彩效果。

栋堡的教堂（油画） 1910
蒙德里安（荷兰）

应用冷暖对比设计的电话亭

学习建议：

  1.参考小马图案的

配色方法，任选动物模

板做补色协调法练习。

  2.用右侧模板，也

可自己创作或另选资料

画图稿，在色相对比、

明度对比、纯度对比和

冷暖对比中任选一种对

比完成一幅装饰画。

学生作品

思考与讨论：

1.从本课范图看来，应用补色对比

进行的色彩设计实例具有哪些特点？

2.应用补色进行设计时要注意哪些

问题？

3.还可以有哪些对比色协调法？

上面这组色彩设计有的令人目眩，

有的搭配协调，用了哪些方法呢？

模板

想一想

应用色相对比设计的儿童游戏器械

色相对比突出了色彩间的对比，效果绚丽，鲜明

多彩，在我国民间美术中应用广泛。

菜篮子（农民画） 1992 朱永金

明度对比突出色彩的亮暗对比，可以是相同或不同色相，节奏感强，效果明快响亮。

纯 度 对 比 突 出

色彩的鲜灰对比，用

灰性柔和的色彩来突

出高纯度色彩的视觉

冲击力，这种对比既

可以体现在单一色相

中，也可以体现在不

同色相中。

绿满园（油画） 1977 吴冠中

九色鹿★（动画片剧照） 1981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716

居室一角

手提袋

★为知识链接



秋天红树一派绚烂的橘红色，这里边都包含了什么

颜色的树叶？它们在一起为什么显得那么和谐？

学习建议：

1.分析下面四幅学生作品，哪些是同

色相调和，哪些是不同色相调和？

2.用拼贴、绘画、电脑制作或综合方

法，应用本课所学知识设计花瓶的色彩搭

配，并作一简短说明。

想一想

不同色相调和

不同色相相互搭配，若想得到和谐的色彩效果，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达到色彩调和。用同一色调

统一能使色彩变得和谐。可以采用带有某种明确色彩倾向的色调，如红调子、绿调子等，也可用弱

化各色相的个性或直接采用灰色调进行统一等方法。

学生作品

池塘（油画） 1900 莫奈（法国）

秋林（摄影） 现代

季节变换使同一景色增加了许多色彩。

想想画家运用了怎样的方法使众多色彩达到

和谐的效果？

想一想

练一练

为以下两幅不同色相调和作品做色彩分析。

评价建议：我学会了色彩调和的方法。□  看谁运用调和的方法画出的作业又正确，色彩效果又好看。 1918

在生活与设计中还经常运

用色彩的调和。换言之，还有

一种色彩关系，不强调色彩相

互之间的对比，而是强调其柔

和统一的一面。但是过分地统

一必定使色彩效果变得刻板而

无生气，所以，在应用色彩调

和进行设计时，还必须注意调

动其他因素，达到既和谐又丰

富的色彩效果。

同色相调和

单一色相变化其明度、纯度或冷暖，会很容易得到和谐的色彩效果。

练一练

按照左图给出的方法，

做色彩分析。

色彩的调和555555555

池塘（油画） 1899 莫奈（法国）

  莫奈运用蓝色和绿色描绘出静谧
的夏日池塘景色。几块浓重的绿阴和
点点睡莲以及桥栏的亮部使画面富有
节奏，各种不同的绿色使画面达到了
和谐的效果。

蓝调调和

紫调调和 绿调调和



  2.对比色搭配的方法

  对比色搭配往往产生新奇独特的着装效
果，彰显个性。尤以黑白对比和补色对比更
为强烈。通过调整服饰色彩的面积比例，或
调整明度、纯度关系，使色彩效果更理想。
配饰也可以起到调节色彩的作用。

服装色彩搭配的基本要求

  2.美观与功能

统一

  不同场合、不
同季节、不同职业
穿着的服装，要有
相应的色彩特点，
从而达到美观与功
能的统一。

想一想

  右图服饰应用了哪种色彩搭配方法？
从哪几处可以看出设计者的配色方法？

  土黄色腰
带、包和鞋与米
色连衣裙搭配和
谐大方。

  这款学生休闲装，黄背心搭配驼色七分裤加
黄书包，色彩和谐朴素中带有活泼因素。

  1.整体和谐，风格统一
  服装搭配应从服装的整体色彩考
虑，还要关注帽子、围巾、腰带、鞋、
包等配饰。一般着装时要确立一种主色
作为服装的基础色调，用配饰作小面积
的点缀，既保证了整体的协调，又装点
出俏丽而有个性的感觉。

  黑白对比也是一种
简洁明快的色彩搭配。
黑色和白色也适合与任
何颜色搭配。

学习服装的色彩搭配

  我国民族民间服饰在色彩
搭配上非常讲究。这款服饰的
色彩以鲜明的玫瑰红与蓝色为
主，呈现对比关系。裙子上的
玫瑰红色条饰与玫瑰红色背心
相呼应，蓝色条饰与衣袖相呼
应，整体效果明艳而不生硬，
绚丽而协调。

  1.协调色搭配的方法
  同类色搭配。同类色搭配以简单、内敛、
和谐的稳重风格取胜，在此基础上合理运用纯
度对比和明度对比会产生千变万化的效果，于
平凡中见精彩。

  利用蓝色系中不同
明度的颜色搭配，整体
效果协调。

  紫上衣和蓝裙子
是邻近色搭配，用白
围巾点缀显得响亮。
  高明度的淡黄色
上衣搭配红裤子，活
泼亮丽。

服装色彩搭配方法

  这款校服采用暗红色大格V领套
装，内衬白色大翻领衬衫，与深色套
装形成强烈的明度对比。色彩设计既
与严谨的学习生活相适应，又不失学
生青春靓丽、活泼可爱的特点。

  学会利用我们所学的色
彩知识，对服装进行整体色
彩搭配，可以使我们的着装
穿出风度、情趣、品位和个
人气质。
  服装的色彩搭配分为协
调色搭配和对比色搭配。

  邻近色搭配。邻近色搭配是容易取得成功
的搭配方法，再把明度、纯度的变化巧妙运用
其中，就会搭配出既和谐又活跃的着装效果。

2120

  下面这三套服装在色彩搭配上都很有特
点，说说它们各自是如何搭配的？这样搭配的
好处是什么？

想一想

666666666



思考与讨论：

1.观察身边人们的服装色彩，运用学过的色彩搭配方法，分析生

活中见到的服装色彩搭配优劣。

2.分析、总结适合展现中学生青春与朝气的服装色彩搭配。

学习建议：

1.从上图上、下衣中进行选择，给男同学或女同学搭配一套服装

（可自选其他色彩），在小组里说说你运用的是什么搭配方法。

2.每组确定一个主题，设计一套中学生的服装，可选用各种表现

形式（剪贴、彩绘、电脑绘制等），绘制服装色彩效果图，并写出服

装色彩搭配的设计构思。

主题服装设计模板

主题：春之旋律
电脑制作。用柠檬黄、淡绿
和粉红搭配出春天的气息。

主题：金属时代
纸贴。用黑、白、红等带有
金属光泽的纸搭配出强烈的
现代感。

学生作品

评价建议：我知道了服装色彩搭配小技巧。□  看谁画的服装色彩效果图最令同学们满意。

全班分成小组，每组请一

名同学穿一套生活中的服装，

其他同学针对这套服装的色彩

搭配展开讨论：

1.这套服装是由哪些色彩

组合的？

2.分析服装色彩的整体搭

配是否和谐？是运用哪类色彩

协调法搭配的？如色彩搭配不

佳如何调整？提出调整建议。

3.这套服装适合在什么场

合、环境穿着？

练一练

1.花色衣搭配
与花格、花道和花图案衣服搭配时可选单色衣，但

要注意上下的色彩相呼应。

服装搭配小技巧

2.牛仔服搭配

牛仔系列因色
彩纯度变灰，可与毛
衣、夹克、休闲上衣
等款式搭配，色彩
搭配上比较自由、随
意，但正式场合不宜
穿着。

2322

  裙子
是淡蓝底
色，所以
搭配淡蓝
色上衣，
显得娴静
文雅。   上衣中的红

花与红色的裤子
相呼应，显得青
春靓丽。

男同学服装如何
选色彩？如何搭配？

想一想



墨荷图（中国画） 1926 王震

兰竹册（中国画）
清代 郑燮★

板 桥 画 兰 每
一笔都像书法，通
过运笔的疾徐、转
折、收放，表现了
兰花舒展、挺拔、
坚韧的风骨。

杂画册之一（中国画） 1930 齐白石
用朴拙的中锋直抒胸臆，自由灵动的气息充满画面。线与

墨、色的运用表现了花和叶的层次和质感。精细的草虫和粗放
的叶片相映成趣。

想一想

王震在《墨

荷图》中应用了

哪些笔墨来描绘

花卉？你能感受

到画家表达的思

想感情吗？

中国画的笔墨情趣

泼墨仙人图（中国画） 宋代 梁楷★
这是一幅充分体现中国画笔墨情趣的作品。画家用简洁的

笔触、淋漓的墨色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动态和神韵。

双鸡图（中国画） 1950 李苦禅
  能否看出画家用笔的痕迹和用墨
的方法?前后两只鸡画法一样吗？

笔墨是中国画的造型语言，也是中国

画独立于世界画坛的重要因素。经历代中国

画家在实践中不断磨砺、积累，创造了勾、

勒、皴、点等多种技法，加之笔法、墨法以

及用水的灵活与多变，更兼利用宣纸自由渗

化的特性，使画作呈现出随性挥洒、浓淡相

宜、妙趣天成的艺术效果。

中国画家借山川、树木、花鸟、蔬果将自己对生

活的热爱和对品格的追求寄寓笔墨，赋予作品高尚的

精神气质。正是这种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特点，使

中国画作品意趣盎然，充满勃勃生机。

2524 ★为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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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意花卉

墨色浓淡相宜，仅用一色石青便
点染出花的娇美，墨与色相得益彰。

山花双鸡（中国画） 清代 任伯年★

欣赏本页作品，想一想画家是怎

样设计墨与色、色与色、墨与墨的对比

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想一想

墨与色浓重润泽，布局大气奇巧。整幅作品以简
胜繁，自然淳朴。笔墨简洁而变化丰富，

荷叶的清新饱满和花的艳丽
生动，使人感受勃勃生气。

密密匝匝的叶片簇拥着葫
芦，浓墨衬托出重彩，丰收的
喜气充盈画面。

葫芦（中国画） 1921 
吴昌硕★

荷花小鸟（中国画） 现代 
王雪涛

凌霄花（中国画） 现代 潘天寿

写意，中国画中属于纵放一类的画

法，要求通过简练的笔墨，写出物象的

形神，抒发作者的情趣。

中国画写意花卉以简练概括的笔墨

描绘花鸟蔬果的神韵，讲究笔法墨意的

变化。画家把用墨、用色和用水结合起

来，加之娴熟多变的用笔，把或娇柔，

或恣意，或浓艳，或清雅的花卉表现得

五色纷呈、神采飞扬；有的更是借物抒

情，注重表现自己的品格和风骨，使写

意花卉平添了几分清高的文人气息。

★为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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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锋用笔：运笔时笔尖在线条中间藏而不露,线显

得均匀圆润。

侧锋用笔：运笔时笔尖在线条一侧,笔头侧身接触
纸面,线显得扁平。

拖笔：运笔时拖着笔头在纸上自由描绘，线条灵活
且多变化。

逆锋：笔接触纸后，手推笔头由右向左逆向运笔，
笔意粗滞朴拙。

用墨离不开用水，墨的深浅靠水调出，即焦、浓、重、淡、清。

注意：虽然水的多少可以使墨色改变，但不是墨色越浅墨迹越湿，因为笔中的含水量是可以控制的，浓墨可以分
出干笔、湿笔，淡墨也可以分出干笔、湿笔。

中国画笔法

中国画墨法

思考与讨论：

1.结合本课所学笔墨知识，再分析王震《墨荷图》，谈谈画家如何运用笔墨表现物象抒发情

感，这些表现方法主要特点是什么？

2.水在作画时有什么重要作用？说说墨与水的关系，解释一下你对干笔和湿笔的理解。

学习建议：

1.根据本课内容做笔墨练习，熟悉笔、墨和水，了解生宣的性能。逐渐掌握笔、墨、水与生宣

的关系，为在生宣上作画做好准备。

2.选择一幅你喜欢的范图，用简短文字分析一下它的笔墨情趣。

焦 墨 ： 研 好
的墨经放置一段时
间，待水分蒸发一
部分，剩下的墨焦
黑浓重。

浓 墨 ： 研 好
的墨，不加水直接
用，墨色浓黑。

重墨：墨中稍
加水调，虽仍显得
墨色较重，却比浓
墨稍浅。

淡 墨 ： 水
多墨少，墨色透
明浅淡。

清 墨 ： 以
水调极少的一点
墨，使墨色刚能
看到。

淡墨干笔

淡墨湿笔 浓墨干笔

浓墨湿笔

2726
评价建议：我知道了笔墨是中国画的魅力所在。□
     我初步熟悉了中国画的笔、墨、水的关系，了解了生宣的性能。□



2.用曙红画出荷
花，注意适当留出瓣
与瓣之间的空白，使
花的结构清楚。

学习建议：

  1.按照本课学习的方法做练习，熟悉水、

墨、色用法。

  2.参考画牵牛花和画荷花的步骤完成一幅

习作，注意研习水、墨和色的运用。

  3.也可自己找资料，参考画册、照片中的

内容完成一幅写意花卉。

4.淡墨加小叶，趁
湿用中墨勾叶筋。浓墨
细笔勾出花冠和莲蓬的
丝蕊，在花茎上点苔，
注意聚散，切忌平均。

荷花画法步骤

5.用藤黄加少许花青调成草绿色，
画几棵水草，根据画面需要点些水苔，
使画面完整活泼，题款用印完成。

菜根香 紫藤 小荷才露尖尖角

1.大笔调中墨，在
一侧笔毫上半部稍蘸
重墨，侧锋画荷叶，
注意浓淡变化，叶心
留空白。用笔大胆肯
定，荷叶边缘自然活
泼。细笔勾画叶筋。

3.用曙红画花蕾，
干后用胭脂色细笔勾花
瓣脉纹。中锋浓墨画花
茎。莲蓬表面染石绿。

学生作品

评价建议：我能大胆地尝试写意画。□  看谁画的写意花卉习作布局大气，墨色变化丰富。

  4.拖笔加藤蔓。题款用印完成。

牵牛花画法步骤

思考与讨论：

1.本课所举作品面貌各异，试分析它们的用墨用色各有怎

样的特点。

2.谈谈水在墨与色的融合或渗化当中起到哪些重要作用。

3.讨论一下本课学生作业有什么成功和不足。

牵牛花画法步骤

牵牛花（中国画） 现代 齐白石

  2.再用笔肚蘸中墨，笔尖蘸重墨，侧
锋三笔画出前面叶片。

  3.侧锋蘸曙红画花冠，中锋画花蕾，
淡墨加花托。

  1.先用侧锋淡墨画后面的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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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尝试着从几何形体联

想创意出新的形象。欣赏本课学

生作业，分析其创作思路。田野

中的偶人由几部分组成？各是由

什么几何形体而来？小猫的背影

受到什么几何形体的启发？下图

结构比较复杂，找找看，有哪些

几何形体的影子？

思考与讨论：

1.小组讨论，分析身边的一些物品，概括

出它们是由哪些几何形体构成的。 

2.分析课本上的学生作业，都是用了哪些

方法来创意并完成的。 

学习建议：

1.参考本课图例，自选工具材料，从几何

形体去联想、创意，完成一幅绘画作品。

2.取一个球体的蔬菜或水果，试着分割成

几个部分，用这些果蔬块创意一件作品。

练一练

学生作品

评价建议：我能分析出身边的物品是由哪些几何形体构成的。□  看谁画的作业联想丰富、创意独特。

守望
时间

星月夜

形体

城市

从右上这张静物图片中，你能够分析出每个物体都是由什么几何形体概括而成的吗？发挥

想象力，将这些几何形体重新组合变化，能不能创作出有意思的画面呢？

雨后乡间之晨 1912 马列维奇（苏联）★
人物、树林、房舍、水洼、朝阳都被画家用方形、锥形、菱形、圆形

等所代替，并加以组合，最终创作出这样一幅具有鲜明造型特点的作品。

看看右面这幅

作品，其中哪些形

象是从几何形体联

想而来的？

法国画家塞尚指出:“一

切物体的形态，无论构造多么

复杂,都可以概括为几种几何形

体，即球体、圆柱、圆锥和立

方体的结构形式。”把具体的

形象概括为单纯的几何形体，

再用几何形体去认识具体对

象，以这样的观察方法去理解

和掌握形体变化的基本规律。

几何形体的联想

想一想

3130 ★为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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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上网查一查目的地的简单情况，有

针对性地做出备忘录，提醒每一个人细心做好物

质准备，可采用手绘线条图像加淡彩等形式把它

画出来。

思考与讨论：

1.搞好一次出游活动的策划应

该从哪些方面去考虑？

2.一般策划书应包括哪些内

容？怎样才能使策划尽量做到有的

放矢、周密详尽且更吸引人？

3.在学习期间进行各种活动的

策划对我们的成长有哪些益处？

学习建议：

1. 策划一次出游活动。可自由结合成小组，选择不同

目的地，以手绘的形式做策划书、路线图和备忘录。

2. 完成后在班级进行一次展示交流，相互补充完善。

3. 遇到问题可通过上网查看，参考相关书籍，请教老

师、家长等途径解决，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作品

评价建议：看哪个小组的策划书有新意，路线图和备忘录表现得清晰又有美感。

小提示

策划出游活动要特别关注天气和安全。

避暑山庄旅游路线图 北海公园旅游路线图 怀柔景点旅游路线图

策划一次出游活动

假日里的出游活动可以达到感受自

然、放松心情、增进友谊、接触社会、丰富阅

历、增长才干等目的，如何才能使一次活动进行得

顺利而收获颇丰呢?这需要我们群策群力，精心策

划，用集体智慧保证活动的成功。

策划一次出游活动需要从哪几方面着手呢？

策划一次出游活动

假日里的出游活动可以达到感受自

然、放松心情、增进友谊、接触社会、丰富阅

策划书：发起者通过策

划书传达出游信息，号召大

家参与。

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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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是为出游事先准备,从

起点到终点一路所要探寻的观赏点

的图。可采用手绘线条图像、铅笔

淡彩或电脑绘画等形式来表现。



 设计标志和旗帜要从功

能和美感两方面入手，既要

使主题得到确切表现，

又要使整个作品呈

现出形式美。

借助剪纸手法，运用重复的形式，三个相
同的人物相连，鲜明地表达出“心连心，手拉
手”的主旨。

敦煌夏令营的
旗帜采用“飞天”
这一典型形象作为
设计元素，既真实
贴切，又具美感。

学习建议：

1.运用本课所学的方法构思一个旅行团标

志，并将它表现出来。可采取手绘、剪贴、电

脑绘制等方法制作完成。

2.将标志展示给别人，看看他们能不能理

解你的设计构思，倾听反馈，完善设计。

3.将标志应用到旗帜、胸牌等载体上。

思考与讨论：

1.列举几个有关旅游的标志，和大家讨论

标志在生活中的作用。

2.从功能、美感两个方面分析本课中的一

个标志，讨论其优缺点。

学生作品

评价建议：我初步知道了标志设计的基本方法。□
      看谁做的小旗子信息清晰又有美感。

旗帜设计的内容

1.外形一般常用矩形、三角形等。

2.要有能表现主题的图形。

3.文字应显示目的地和学校名称。

4.色彩应体现活泼愉快的风格。

旅游团旗帜

标志是以特定形象来代表

事物（企业、机构、活动、产

品等）的视觉识别符号。其首

要功能是区分和识别。其次，

它还具有描述功能，能将事物

的性质和特征等信息清晰快速

地传递给大众。

旗帜是标志应用的载体之

一，也具有同样的作用。

设计标志的方法

1.具象表现形式。通过

概括、提炼客观物体的主要

特征，用简化、变形和夸张

等手法形成简洁、鲜明的视

觉形象。

2.抽象表现形式。用

点、线、面等几何图形来暗

示、象征一定的含义。

3.文字表现形式。对

中英文字体或者数字进行变

形、重组和构成。

“足迹”选
择了“脚”这个
与旅行紧密联系
的形象贴切地表
现主题。

旅行团的标志和旗帜

中国国家旅游局标
志，其原型为东汉青铜器
“铜奔马”，天马行空的
形象象征着前程似锦的旅
游事业。

北 京 市 旅 游 局 标
志，设计者巧妙地把
“北京”两字变形为天
坛，将地点与典型的旅
游景点合二为一。

生存岛标志，将首写
字母“S”“C”“D”
重组,再构成一个帆船形
象，显得朝气蓬勃、动感
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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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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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团标志



小提示

粘缝：制作文化衫也可以用缝制或粘

贴图案的方法完成，效果也很好，但仅适

合活动时临时穿用。图案可选用生活中你

喜欢的花布或有印图案的各种材料，剪出

你要的部分缝制或粘贴在T恤衫上。

思考与讨论：

1.为什么人们喜欢文化衫？文化衫的价值主要体

现在哪些方面？

2.根据镂印工艺，想想图案的设计在色彩和轮廓

上需要注意什么？

学习建议：

1. 确定一个主题，设计出装饰纹样，装饰一件

文化衫。

2. 每班或年级举办一次文化衫设计展示。

镂印：

画好草图后，将纹样拓
在纸板或吹塑板上，镂刻成
一个版。

将刻好的版安置在文化
衫上，在两层布料中加衬纸
板等不透色的材料固定好。

最后用布团拍拓着色。

  1.主题

根据用途确定，如出游、节

庆、运动、宣传等。

2.风格

根据主题确定，如轻松、喜

庆、活泼、严肃等。

3.色彩

图案颜色要注意与T恤衫底色

的关系。

4.材料

选取专门用于织物洗涤不脱

色的染料或涂料，如丙烯等。

学生作品

评价建议：我学会了一种制作文化衫的方法。□  看谁设计制作的文化衫既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又有美感。

文化衫的设计制作

什么是文化衫？

文化衫一般是指

在服装上设计具有特

定文化内涵和图案的

T恤衫。

文化衫不但穿着

舒适随意，还因为色

彩多样、图案活泼，

给夏日着装增加许多

趣味。如果我们自

己来设计、制作文化

衫，穿出来就更加有

意思啦。

同学们穿着的文化衫不但色彩各异，胸前的纹饰也各有不同，有的传递传统文化
信息，有的带着现代科技感觉，有的透出时尚流行味道，有的只是一种艺术的装饰。

彩绘：先画几个小草图，看看哪个最能表达自己的想法，

确定以后，按照实际尺度画出纹样，然后就可以彩绘了。

文化衫设计制作方法

同学们穿着的文化衫不但色彩各异，胸前的纹饰也各有不同，有的传递传统文化
信息，有的带着现代科技感觉，有的透出时尚流行味道，有的只是一种艺术的装饰。

确定以后，按照实际尺度画出纹样，然后就可以彩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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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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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平遥的古建筑，默默地诉说着历史的
变迁。   传统手工艺品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学习建议：

1.在旅行中有针对性

地进行拍摄活动，分门别类

积累素材，同时写下摄影感

悟，为举办摄影展作准备。

2.将旅行照片按主题分

类，配上简短文字收藏在相

册中，再现当时那份感动与

美好的记忆。 

3.多做几个版式设计，

看如何安排版面会更合理、

更美观。

  山西平遥的古建筑，默默地诉说着历史的

  传统手工艺品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大红灯笼为乔家大院增添了新的光彩。

思考与讨论：

    1.对比凤凰古城吊脚楼

照片，分析它们在构图和色

彩上有什么特点？你更喜欢

哪一张？为什么？

    2.摄影和绘画有许多密

切的联系，你能说一说摄影

对美术创作有哪些帮助吗？

学生作品

评价建议：我学会了用相机捕捉生活中的美。□  看谁拍摄的照片既有内涵又有美感。 

秋天的记忆

一叶知秋

  利用牌楼对
称的结构遥拍古
塔，是一个不错
的尝试。

  水立方的
水泡构想使人
身在其中，如
入仙境。

  现代的灯光设
计使夜晚的建筑变
得璀璨多彩。

  碎石路两
旁的落叶和远
方的红树传递
着秋的消息。

  秋水凫群
鸭，湛蓝与雪
白相映成趣。

多姿的建筑
2010 . 9 北京

山西应县

北京

2011 . 8

版式参考

用相机记录我的旅行

随着相机的普及，摄影已经成

为我们记录生活和传达信息的一种

重要手段。

旅行中，如果我们能用相机及

时记录下沿途的风景：那一路的植

物、动物、云朵、山川、建筑以及

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那么在旅行

归来时，便有充足的话题和丰富的

影像资料帮助我们回味山河美景与

风土人情，汇集起对自然和生活的

独特感悟，甚至可以激发我们进行

美术创作和文学创作的灵感。

赶快翻开你珍藏的旅途记忆，

我们一同来分享这寻美之旅的点点

滴滴吧！ 

  张家界天子山
的山峰秀美奇险，
姿态万千。

水边的吊脚楼是
湖南凤凰古城最独
特的风景，如果泛
舟水上，还可以用
另一种视角看到沿
岸更多美景。

  张家界天子山  张家界天子山
的山峰秀美奇险，
姿态万千。

湖南凤凰古城最独
特的风景，如果泛
舟水上，还可以用
另一种视角看到沿
岸更多美景。

雨后，在
云 雾 缭 绕 的
群山环抱下漫
步，呼吸都变
得格外舒畅。

青松翠竹掩映下的毛泽东故居吸
引着海内外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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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取景时一定要注意安排好近、

中、远三个层次的景色哦！



雕塑的结构

  大佛体壮形硕，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

长1.9米，依山就势雕凿于天然石灰岩的露天摩崖

间，端坐于正中；其余弟子、菩萨、天王、力士

等体量缩小，排列两侧，形成众星捧月之势。这

样安排是为了突出主佛，同时也是人间封建王朝

君臣等级关系的写照。

雕塑的创作手法

  佛像的创作手法体现了唐代佛教艺术世俗化

的特点。写实的脸部形象女性化特征明显。衣褶

舒缓、飘逸而有韵律，犹如流水般轻盈和连贯，

薄薄的衣襞下显示出壮硕健美的躯体。整座雕塑

浑厚庄严，却不失轻巧灵动，是神性美与人性美

高度统一的杰作。

  同样是体积硕大的石质佛像，云冈石窟第20

窟主佛和乐山大佛与卢舍那大佛有什么不同？请

用本课所学方法欣赏、分析这两个佛像雕塑。

乐山大佛 ( 通高 71 米， 四川乐山 ) 唐代

云冈石窟第 20 窟主佛 ( 局部， 山西大同 ) 北魏

莫高窟 194 窟菩萨立像 

唐代

八十七神仙卷（中国画，局部） 

唐代 传 吴道子

练一练

如何欣赏雕塑作品（选修）

  雕塑的鉴赏是通过对雕塑的感

知、认识、鉴别与赏析，获得审美

感受和理解的活动。在鉴赏雕塑作

品时，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进行：

  题材：通过对雕塑的名称、形

象、背景年代、事件、主题内容以

及所起社会作用的了解，体会创作

者所要表达的主旨思想。

  情境：从雕塑作品的体量、位

置、光线、观赏角度等形成的氛

围，以及人物雕塑的动态、情绪等

带给观者的心理感受,来体验作品。

  结构：通过对雕塑的形体、材

质、肌理、色彩以及空间关系的组

织安排等的研究,来认识作品。

  创作手法：通过区分雕塑家运

用写实、概括、抽象、夸张、虚

实、对比等艺术手法创作的作品所

呈现的不同风格特征来分析作品。 

雕塑的题材

  大佛端坐于八角束腰莲花座

上，身着通体长衣，发髻呈波浪

纹，双耳垂肩，面部丰满圆润，

眉如弯月，双目半睁半合俯视众

生，口角微露笑意，身后是马蹄

形背光和宝珠形头光。整个佛像

雍容高贵，凸显了大唐王朝的伟

大与繁荣，也体现了“卢舍那”

智慧广大、光明普照的主题。

雕塑的情境

  大佛高坐于宝座之上，气势

异常雄伟，观赏者需近前仰望才

能与大佛微微俯视的目光相接，

不免心生敬畏。然而嘴角那一抹

隐隐的微笑，却使高高在上、端

庄智慧的大佛被赋予了慈爱而悲

天悯人的表情，使人心生敬畏之

余又有了温暖的感觉。因此，有

人称其为东方的蒙娜丽莎。

卢舍那大佛 ( 石灰岩，通高 17.14 米，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 ) 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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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提示

  除了对雕塑内在结构关系进行比较了解和欣赏外，还可将

雕塑和整体环境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作品。

创作手法的提示

  用写实、抽象、夸张、变形等不同的艺术手法来创作雕塑，

会使作品呈现不同的面貌。

学习建议：

  1.请用本课方法，对本页

雕塑作品进行欣赏、评述，完

成一篇200字以内的欣赏短文。

  2.找找自己身边的雕塑

作品，谈谈它们对于城市、社

会、生活环境的影响和作用。

雕塑在校园里、住宅区、公园里、街道上随处可见，让我们用发现的眼睛去体会雕塑之美吧！

大的内部形态（青铜)  1982
亨利·摩尔（英国）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雕塑（花岗岩） 现代 肖胜贺

童眼看世界（不锈钢喷漆） 1997 
包林 吴威

走狮（石） 唐代

韵 1998 秦璞 读 1985 司徒兆光 思 1996 严友人 三美神 1996 张伟蔡元培 1988 刘开渠

气球（不锈钢着色)  1999
杰夫·昆斯（美国）

评价建议：看谁对本课欣赏和理解雕塑作品的方法掌握得好。

题材的提示

  同样的题材在雕塑家手里会创造出不同的

作品。学会将同一题材不同形式的作品放在一

起进行比较，这是很好的鉴赏雕塑的方法。

情境的提示

  雕塑是置身于空间中立体的作品，欣赏时请移动

你的脚步，变换你的视角，这样才不会遗漏每一个细

节。而雕塑作品也会随着观者视点和位置的转移，给

欣赏者带来不一样的情感体验和内心感受。

  三幅《大卫》表现的是同一故事，到底

哪一个形象才更加接近《圣经》中的原型？

请查阅相关资料，分小组进行讨论、鉴赏。

  正面欣赏，女神
伸展双翅迎风而立。
海风掀起衣袂，湿衣
包裹着她健美的身
躯，生命与美丽令人
惊叹！
  侧面欣赏，更加
凸显了女神前挺的胸
膛和后展的双翼。右
膝微曲，宽大的裙摆
被海风吹起，增强了
前倾的动势。

大卫 约1430 

多纳泰罗（意大利)

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
古希腊

大卫 1623—1624

贝尼尼 （意大利）

大卫 ( 局部） 1501—1504

米开朗基罗（意大利）

练一练

  雕塑被安置在卢
浮宫一层大厅的阶梯
顶部，位于高高的基
座之上。观者由下拾
阶而上，完全被她那
迎风振翅的雄伟气势
所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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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写意蔬果练习

对下面两幅作品的笔墨作简单评述，并选择其中一幅进行临摹。

三、服装色彩搭配练习

参考右图模板，选择你喜欢的色彩，应用对比色、同

类色或邻近色的色彩关系设计一个或一组服装色彩搭配效果

图。可采用绘画、剪贴、电脑制作等多种形式(可改变款式

和增添配饰)，并写出文字说明。

蔬果册之二（中国画） 1953 齐白石册页（中国画） 1992  朱屺瞻

左面两组服装的色彩搭

配各应用了哪种色彩关系？

你认为哪个人的服装效果好

一些？为什么？

一、手绘线条图像立体表达练习

二、色彩练习

根据右图模板，应用对比色或邻近色完

成一幅色彩作业。

说出上面三组颜色是什么色彩关系。

说出上面三组颜色是什么色彩关系。

综合练习

从这些物品中选一个，

用手绘线条图像方法表现出

它的立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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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页.梁楷:南宋画

家。东平（今属山东）

人。嘉泰（1201—1204）

间为画院待诏，后因厌恶

画院规矩的羁绊离职而

去，嗜酒自乐，人称“梁

风（疯）子”。擅画人

物、佛道、鬼神。衣纹用

尖笔作细长撇捺，转折劲

利，称“折芦描”；其用

笔简练而又较放纵的则叫

“减笔”。兼善山水、花

鸟，且有独特风格。对后

世写意画有颇大影响。存

世作品有《泼墨仙人图》

《高僧故实图》《秋树双

鸦图》等。

  25页.郑燮（1693—

1765)：清代书画家、文

学家。字克柔，号板桥，

江苏兴化人。做官前后均居扬州卖画。擅写兰竹，以草

书中竖长撇法运笔，体貌疏朗，风格劲峭。工书法，用

隶体参入行楷，自称“六分半书”。为“扬州八怪”之

一。

  27页.任伯年（1840—1896)：清末画家。又名任

颐。初名润，字小楼，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作画取

法陈洪绶、华 ，擅画花鸟，重视写生，勾勒、点 、

泼墨交施互用，赋色鲜活明丽，形象生动活泼。兼工人

物，尤精肖像画，浅描淡染，笔墨不多而得神情；亦能

画山水和塑像，在江南一代甚有影响。

  27页.吴昌硕（1844—1927)：近代篆刻家、书画

家。初名俊，字昌硕、仓石，别号缶庐、苦铁，浙江安

吉人。工书法，擅写“石鼓文”，朴茂雄健，能破陈

规。30岁前后始作画，受任伯年启发，并吸收徐渭、朱

耷、赵之谦等诸家法，兼以篆书、狂草笔意入画，作写

意花卉蔬果，色酣墨饱，浑厚苍劲，开拓新貌。题款钤

印，配合有致。为“海上画派”代表人物。对现代写意

花卉画影响很大。

  30页.马列维奇（1878—1935)：苏联画家。抽象主

义运动中至上主义创始人。所作抽象绘画，在白底上画

一黑正方形，或画一圆形、十字形、三角形，继而用简

单的几何形构图，在白底上涂色彩，发展到1919年在莫

斯科展出的作品最简化，仅在白底上加白方块。

  1页.普拉多美术馆:位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有3万

多件藏品，尤以拥有欧洲15世纪至18世纪大师的精品为

自豪。1819年开放，陈列历代皇家的收藏，其中，以西

班牙、意大利、佛兰德斯画派的作品为主。馆藏珍品有

《玛格丽特公主》《1808年5月3日的枪杀》等。

  3页.立体主义绘画:

也称“立体派”，是1907

年至1914年出现在法国并

影响了欧美其他国家的一

个现代美术流派，代表人

物有毕加索、勃拉克等。

这一流派彻底打破了西方

传统写实绘画的造型方

法，而是强调把客观物象

分解成若干部分，再按画

家主观表现的需要组合在

一起，从而出现了与传统

写实绘画完全不同以至于

稍显怪诞的视觉形象。

  5页.凡·高（1853—

1890)：荷兰画家，后期

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受

印象画派和日本浮世绘的

影响，先用点彩画法，后

变为强烈而明亮的色调，以跃动的线条、凸起的色块，

表达主观的感受和激动的情绪。其画风对后辈影响很

大。代表作品有《星夜》《向日葵》《有乌鸦的麦田》

等。

  16页.九色鹿:《九色鹿》是国产动画片，采用敦煌

壁画的形式，具有中国古代佛教绘画的风格。此故事绘

于莫高窟257窟的西壁，是莫高窟最完美的连环画式本生

故事画。

知识链接

墨竹（中国画） 清代 郑燮

鹿王本生（局部，莫高窟257窟西壁） 北魏

音乐家（油画）1917—1918 
勃拉克（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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