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美术学/绘画/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

专业考试说明

第一部分：色彩

I.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系统学习有关绘画中色彩的基本理论，规范色彩写生的基本要领，掌握色彩写生的基本

动态和运用色彩的基本能力。学会研究和比较物象的色彩关系和色调倾向，增强色彩刻画能

力和色彩塑造能力，从而实现表现写生对象的质感、体积及空间关系。提高色彩感知能力和

色彩修养，色彩静物写生是进行色彩训练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途径。只有直接面对生活中

各种物象的色彩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并进行艺术地表现，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对色彩的感

受能力与艺术表现能力。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为色彩静物默写，绘画材料为水粉；时间：120分钟，满分：120分。

II.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色彩概述

第一节 光与色

一、色彩概念

彩色是指红、橙、黄、绿、青、蓝、紫等颜色有彩色。不同明度和纯度的红橙黄绿青蓝

紫色调都属于有彩色系。有彩色是由光的波长和振幅决定的，波长决定色相，振幅决定色调。

色彩是绘画艺术中进行物象表现的基本形式与手段，是增强画面效果与艺术表现了的重要途

径。

二、色彩表现

色彩是情感，原始彩陶、壁画呈现的强烈、单纯的原始色感，古埃及、古希腊的各种颜

色图案充满了装饰意味，中世纪教堂神秘的彩色玻璃，罗马帝国浑厚温暖的颜色组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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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唐三彩、青花釉，阿拉伯宝石般闪亮、浓郁的色泽，日本那种审慎的中和性色调，以及非

洲充满泥土气息的感觉，都展现着无与伦比的色彩特征及民族文化特征。色彩是进行情感表

现的重要途径，也是最具审美意蕴的艺术表现形式。

色彩是力量，在光给予的彩色世界中，敏感的艺术家们对色彩的运用和表达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在西方古典主义时期的艺术中，着色只局限于固有色及光影关系的基本表现，古典

主义艺术多呈现一种现实主义的严谨效果。达·芬奇反对强烈对比的着色方法，他用极细微

的色调层次作画；伦勃朗被认为是明暗对照法画家的典范，在他的作品中，色彩变成物质化

了的光能，具有令人振奋的力量。19世纪末色彩对于生命力量的表现得到充分的表现，色彩

不再通过分析而得来，色彩被得到广泛的运用，艺术家也不再单纯的表现固有色与环境色，

色彩成为艺术家进行艺术表达的基本途径。

三、光源

光进入视觉有三种方式：光源光、反射光、透射光。其中反射光是人的视觉接受光刺激

的主要来源。当这样的光刺激眼睛内侧的视网膜时，视神经会将这种刺激传至大脑的视觉中

枢，从而产生色彩的感觉。

四、可见光

在物理学上，光是属于一定波长范围内的一种电磁辐射，它与宇宙射线、r 射线、X 射

线、紫外线、红外线、雷达、无线电波、交流电等并存于宇宙中。由于辐射能是以起伏波的

形式传递的，所以光又用波长来表示。电磁辐射的波长范围很广，最短的如宇宙射线，最长

的如交流电。在电磁辐射中只有从 380nm—780nm 波长的电磁辐射能够被人的视觉接受，

此范围称为可见光。

五、光谱色

1666 年，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利用光的折射实验，确定了色与光的关系。他将一束白光(阳

光)从细缝引入暗室，遇到三棱镜，光就产生折射，折射的光碰到白的屏幕时，在那里显现

出虹一样美丽的色带，称光谱。光谱色以红、橙、黄、绿、蓝、紫的顺序排列着。

第二节 色彩术语

一、原色：凡不能被混合产生的色，称为原色。颜料的三原色是品红、柠檬黄、湖蓝，色光

的三原色是红、绿、蓝紫。

二、间色：两个原色混合而成的颜色。

三、复色：两个间色的混合。



3

四、补色：色环直径两端的颜色即为互补色。如红与绿、黄与紫等。

第三节 色彩的范畴

色彩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无彩色与有彩色。

一、无彩色

黑、白、灰色属于无彩色，从物理学角度看，它们不包括在可见光谱中，故不能称之为

色彩。需要指出的是，在心理学上它们有着完整的色彩性质，在色彩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颜料中也有其重要的任务，当一种颜料混入白色后，会显得比较明亮；相反，混入黑色后

就显得比较深暗；而加入黑与白混合的灰色时，将失去原色彩的彩度。

二、有彩色

光谱中的全部色都属有彩色。有彩色是无数的，它以红、橙、黄、绿、蓝、紫为基本

色。基本色之间不同量的混合，以及基本色与黑、白、灰色之间不同量的混合，会产生出成

千上万种有彩色。无彩色是没有任何色相感觉的。要说明的是一种略带色彩倾向的灰属有彩

色。

第四节 色彩三属性

色彩都具有三种属性，即明度、色相、彩度。它们是色彩中最重要的三个要素，这三种

属性虽有相对独立的特点，但又相互关联、相互制约。

一、明度

明度指色的明暗程度，也可称色的亮度、深浅。

若把无彩色的黑、白作为两个极端，在中间根据明度的顺序，等间隔地排列若干个色，

就成为有关明度阶段的系列，即明度系列。

由于有彩色中不同的色相在可见光谱上的位置不同，所以被眼睛知觉的程度也不同。黄

色处于可见光谱的中心位置，眼睛的知觉度高，色彩的明度也高。紫色处于可见光谱的边缘，

振辐虽宽，但波长短，知觉度低，故色彩的明度就低。橙、绿、红、蓝的明度居于黄、紫之

间，这些色相依次排列，很自然地显现出明度的秩序。即便是一个色相，也会有自己的明暗

变化，如深绿、中绿、浅绿。

二、色相

色相指色彩不同的相貌。不同波长的光波给人特定的感觉是不同的，将这种感受赋予一

个名称，有的叫红，有的称黄……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一样。光谱色中的红、橙、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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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蓝、紫为基本色相，像玫红、大红、朱红、橘红标明的是一个特定的色相，它们之间的

差别属色相差别；而一个颜色加白或加黑后所形成的深红、浅红，则属明度差别。

三、纯度

指波长的单纯程度，也就是色彩的鲜艳度。亦称饱和度。一个色掺进了其他成分，彩度

将变低。

有彩色的彩度划分方法如下：选出一个彩度较高的色相，如大红，再找一个明度与之相

等的中性灰色(灰色是由白与黑混合出来的)，然后将大红与灰色直接混合，混合出从大红到

灰色的彩度依次递减的彩度序列。得出高彩度色、中彩度色、低彩度色。色彩中，红、橙、

黄、绿、蓝、紫等基本色相的彩度最高。无彩色没有色相，故彩度为零。

第五节 色彩与感觉

一、色彩的冷暖感

色彩的冷暧是人体本身的经验习惯赋予我们的一种感觉，绝不能用温度来衡量。“冷”

和“暖”这两个词原是指温度的经验。如太阳、火本身的温度很高，它们所射出的红橙色光

有导热的功能，使人的皮肤被照后有温暖感。像大海、远山、冰、雪等环境有吸热的功能，

这些地方的温度总是比较低，有寒冷感。这些生活经验和印象的积累，使视觉变成了触觉的

先导，只要一看到红橙色，心里就会产生温暖和愉快的感觉；一看到蓝色，就会觉得冰冷、

凉爽。所以，从色彩的心理学来考虑，红橙色被定为最暖色，绿蓝色被定为最冷色。它们在

色立体上的位置分别被称为暧极、冷极，离暖极近的称暧色，像红、橙、黄等；离冷极近的

称冷色，像蓝绿、蓝紫等；绿和紫被称为冷暖的中性色。

二、色彩的空间感

在平面上如想获得立方体的、有深度的空间感，一方面可通过透视原理，用对角线、重

叠等方法来形成；另一方面也可运用色彩的冷暖、明暗、彩度以及面积对比来充分体现。

造成色彩空间感觉的因素主要是色的前进和后退。色彩中我们常把暖色称为前进色，冷

色称为后退色。从明度上看，亮色有前进感，暗色有后退感。在同等明度下，色彩的彩度越

高越往前，彩度越低越向后。

面积的大小也影响着空间感，大面积色向前，小面积色向后；大面积色包围下的小面积

色则向前推。作为形来讲，完整的形、单纯的形向前，分散的形、复杂的形向后。

三、色彩的轻重感

色彩的轻重感主要与明度相关。明亮的色感到轻，如白、黄等高明度色；深暗的色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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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如黑、藏蓝、褐等低明度色。明度相同时，彩度高的比彩度低的感到轻。就色相来讲，

冷色轻，暖色重。通常描述作品用到的“飘逸”、“柔美”、“深沉”、“稳重”、“雕塑

感”等修饰语，其中都含着色彩重量感的意义(当然也包括形的意义)。

四、色彩的软硬感

色彩的软硬感主要取决于明度和彩度，与色相关系不大。明度较高，彩度又低的色有柔

软感，如粉彩色；明度低，彩度高的色有坚硬感；中性色系的绿和紫有柔和感，因为绿色使

人联想起草坪或草原，紫色使人联想到花卉。无彩色系中的白和黑是坚固的，灰色是柔软的。

从调性上看，明度的短调、灰色调、蓝色调比较柔和，而明度的长调、红色调显得坚硬。

第二章 水粉画技法

第一节 色彩画的种类与使用工具

一、色彩画的种类

色彩画大致分为油画、丙烯画、水粉画、水彩画、色粉画等几种。

二、使用工具

不同种类的绘画所使用的表现工具也不同，而且差别很大。例如：中国画的绘画工具为

毛笔、中国画颜料、宣纸等；油画为油画颜料、油画笔、油画布、油画纸、油画刀、调色油、

调色板等等；水彩画为水彩颜料、水彩笔、水彩纸、调色盘等。下面以水粉画为例进行说明。

笔：水粉画笔种类繁多。一般来讲，市面上常见到的方、扁的尼龙水粉笔、白色的软毛

水粉笔都可以很好的绘制水粉画，前者含水性稍差一些，比较适用于厚画法。后者含水性较

强，对于薄画法及厚画法都很适用，而且对于形体的塑造、笔触的多样化表现较前者略胜一

筹。水粉画笔的选择也要根据画者的习惯及所刻画的对象来选定。

颜料：目前市场上见到的水粉颜料（也称广告色或者宣传色）的种类大致有四十多种，

但是通常来讲，选用其中的24色即可，分别为：白、柠檬黄、中黄、深黄、土黄、桔黄、桔

红、大红、深红、玫瑰红、土红、赭石、熟褐、粉绿、翠绿、中绿、深绿、墨绿、橄榄绿、

湖蓝、钴蓝、普蓝、群青、青莲。这些颜色足够可以调配出变化万千的色彩，当然，有时特

殊的需求需要运用特殊的色彩也未尝不可，这要根据写生的对象而定。

调色盒：现在市场上所见的塑料水粉调色盒一般分为盖盒连体及盖盒分开两种。前者色

槽较浅，容量较小，后者色槽较深，容量大。因水粉颜料容易干燥，就其保鲜性能来讲，推

荐使用后者。两者的盒盖都可作为调色盘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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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水粉画的纸张选择比较随意，较厚的纸张即可。水粉纸、水彩纸、素描纸都可用

来绘制水粉画。水粉纸挂色性能好，而且令水粉画久之不易变色。

第二节 写生色彩中的基本问题

一、决定物体色彩关系的三个条件

写生色彩也叫条件色彩，是因为物体的色彩关系要由光源色、环境色、固有色这三个条

件决定。物体的受光面的颜色受光源的颜色影响，具有光源的色彩成分，其强度与光源的色

感成正比。物体的暗部尤其是反光部受环境反射光的影响，具有环境颜色的成分，其强度与

反射光的强度成正比。光源色、环境色在物体上体现的程度还与物体自身的质地有关，表面

光滑浅色的物体环境色与光源色都较明显，反之粗糙灰暗的物体就弱。亮面与暗面之间的部

分是固有色，这部分是过暗颜色，多数情况比较饱和，体现物体常规概念下的颜色倾向。明

暗交接线的颜色是物体固有色变暗变冷，投影的颜色是投影所附着的物体的固有色变暗变

冷。比如：红色变暗变冷应为紫色，黄色变暗变冷应为黄绿灰色，兰色应为深兰紫色，绿色

则为青绿紫味。要使冷色变暗变冷就调入暖色，若使暖色变暗变冷则加入冷色。研究一下色

环就能了解这些道理。

二、画面的节奏

节奏一般规律。艺术作品如果没有节奏就成了“死水一潭”，节奏混乱无序就成了“嗡

嗡”乱飞的“一窝蜂”。在安排时应遵循这样的排列关系：

明度上：黑—白—黑—白，总是黑块挨白块，同时各黑白色块之间又不雷同，能呈现出

明确的层次。

纯度上：纯—灰—纯—灰。

色性上：冷—暖—冷—暖。

各色块要冷暖纯灰间叉开，以达到互相衬托，互相对比，使矛盾双方的“色价”都得到提

高。

色相上：每个笔触的颜色都尽量避免雷同。

肌理上：笔触繁杂的色块与笔触概括的色块交替出现，互相衬托。

还要遵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则。即大的亮块中要有相对暗一点的笔触间错

在其中，反之亦然；大的纯块中要有相对灰点的笔触间叉出现，反之亦然；大的暖色块中要

有相对冷的笔触相间，反之亦然。

在肌理方面也要讲究节奏。大笔触与小笔触要间叉出现，用笔的方向要有变化，用笔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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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色块与与用笔简练的色块互相衬托，如果主体物的变化较多，其周围的色块就要相对概

括一点；亮面丰富了，则暗面就要概括。反过来也成立。如果要某块色突出醒目就加强它自

身的亮暗两个面及它与周围色块之间的明度、纯度、冷暖、色相、肌理等各方面的对比，如

果想减少某色块的个性，就适当削弱各项对比。

三、色调的营造

形成优美的色调是色彩画的最高境界。它是指各个色块按一定关系组织到一起后所形成

的一种具有共同倾向的氛围或意境。如果色彩画没有一个统一的调子，则不能称其为色彩画，

只有把各种颜色按照“既对比又协调”的关系组织到一起形成了特定的色调以后，才能将这

所有颜色的总体称之为色彩。画面中某一种颜色占的面积大，就以它的色相定为某调。依据

明度分，如果画面中大面积都为明度高的颜色，则此画为亮调，反之则为暗调。如果画面以

纯色为主就叫艳调，以灰色为主就叫灰调。依据冷暖分，冷色面积大就是冷调，暖色面积大

就是暖调，冷暖面积相近就是对比调。以上区分只是单一从一个方面为画定调，不能全面反

映作品的色调面貌。

四、空间的建立

建立空间是色彩写生的重要任务。要在二维平面上创造三维的空间幻觉，就必须遵循正

确的方法。从局部看，同一色块一般采用“近暖远冷、近纯远灰、近亮远暗、近实远虚” 的

方法，从整体看，一般采用“近处四个要素对比强，远处四个要素对比弱”的方法来处理。因

此，一片草地近处用黄绿表现，越往远就应该越向中绿、翠绿、青绿直至紫、兰转变，才能

表现出它的纵深感。一块桌面的颜色也要从前往后渐冷、渐灰、渐小、渐虚。当然这只是一

般规律，特殊情况如：近处画冷、暗、灰、虚，远处画暖、亮、纯、实，也能营造出特定的

空间感觉来。

第三节 绘画语言元素

一、色彩肌理

（一）对比、变化的表现

对比变化是指把不同大小形状的肌理单元在同一画面空间内 , 进行不同方向的、不同

粗细的、不同疏密虚实的有组织的安排。肌理形象要有区别有变化有对比才会使画面有生气，

才会充分体现出肌理美的特性。

（二）和谐统一的处理

用和谐统一的色彩肌理去创造特定的主调 , 帮助表达主题是肌理表现的最终目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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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和谐统一虽具备秩序感，但又会显得呆板平淡、单调和乏味。而过于对比变化则又显得零

乱、破碎和繁琐。因此，和谐统一与对比变化是对立的两个面，两者之间应掌握一个合适的

度量关系，在画面上即不因变化而散乱无序，也不因和谐统一而平淡无奇。理想的肌理画面

效果应是：和谐——对比，变化——统一。

二、绘画中肌理表现的可能性

绘画肌理表现的可能性来自于作者对画面整体的准确把握以及对表现手段和材料的创

造性选择和运用。真实地表现特定状态下物象形象的质感是绘画的主要任务之一。而物体的

特殊质感常常呈现为一定的表面视觉形态，如历经岁月侵蚀的木头、充满生活痕迹的墙面、

锈迹斑斑的金属等无不如此。在绘画中，运用肌理语言将物象表面呈现的视觉形态转化为画

面视觉效果，对于塑造真实可信的画面形象无疑是非常有效的途径之一。

第四节 干画法练习

水粉根据颜料的使用程度及画面效果大致分为厚画法、薄画法及厚薄结合法三种画法

（也称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法）。下面着重介绍这三种画法。

厚画法也称干画法。用此法作画，画笔的笔头颜料含水量要少，甚至没有。画出的效果

笔触一般呈干枯状，易表现出笔触的走势，所以能较为容易的刻画出写生对象的外形，画风

浓重，酷似油画。一般来讲，棱角分明、颜色对比鲜明的静物对象较适合厚画法。

第五节 湿画法练习

薄画法也称湿画法。此画法的笔头颜料的含水量大，用色相对较少。此画法在水粉的

各种画法中效果接近水彩画。此画法较之厚画法在表现上有一定的难度，因水粉颜料同水彩

颜料相比颗粒较大，所以不适宜重复涂抹渲染多次，以致画面变浑变灰，形体粘连不清。这

就要求作者对形体的表现有更高的把握，尽量一气呵成，避免拖泥带水，影响画面效果。

第六节 干湿结合法练习

厚薄结合法属于干湿结合法。此画法一般来讲最好用薄画法铺大色，完成背景部分及需

要晕染的静物，在半干半湿时运用干画法刻画写生对象的细部，一层层绘制，在衬布及静物

的转折处润然衔接，最后点画高光部分。此画法的整体效果层次分明、空间感强烈，富有节

奏韵律变化，能够很好的准确表现写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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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粉静物写生与默写

第一节 观察与表现

在作画之前，不要忙于下笔，先将静物之间的各种关系进行整体观察和分析，而整体

观察应始终贯穿在整个作画过程之中，要从色彩诸因素的相互联系中观察色彩。从相互比较

中找出色彩变化关系，在变化中找出主调色彩，要敏锐地捕捉色彩总的倾向，确定基调，然

后再进一步分析研究局部的色彩关系。但又不能陷入局部孤立地观察色彩，还要回到整体以

观察色彩。

第二节 构图与处理方法

构图同素描一样，画水粉画之前也需要构图，并遵循同样的“宁上勿下，宁偏勿正”的

法则，当然，这也并非定律，构图是需要根据所画静物的角度、多少、大小等多方面的因素

综合考虑而设定的。

构图时可选用铅笔勾画，也可以在颜料中选取一种颜色进行单色勾勒，要根据所写生的

静物的整体色调来选用线的颜色，一般来讲，冷色调的静物可沾取少许群青，暖色调的组合

可选用熟褐。

一、点

在水粉画刚开始的构图阶段，点只起到了定位的作用。起稿时一般先用较为随意的点来

确定画面整体构图的最高、最低、最左、最右点，然后再确定出静物组合的每一部分范围，

接着再确定每一个静物的大致位置。

二、线

此处的线指的是静物的轮廓线，根据前面的“点”所确定的方位、形状范围来连接线，

线不要太重太粗，一个轮廓可勾画出多条线来加以调整至较为准确，运笔时同样要放松，不

要太过于苛求准确性，因为水粉的覆盖力很强，最初确定的形体可以在以后的绘画过程中进

行小范围的调整修改。在完成轮廓的勾画后，可以再标示出每个静物的明暗分界线。要注意

的是，线不能画“死”，要画“活”，并且要根据距离、空间及形体的关系做到“近实远虚”。

三、面

“线”是由“点”连接而成，“面”由“线”连接而成，“面”的拼合则组成了“体”，

因此所画静物体积感的表现都是由面来呈现的。连完线后，要仔细分析它们所呈现的各个面

的透视关系是否准确到位，调整后再进行下一步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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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写生的方法步骤

一、勾画明暗

先用淡淡的单色勾画出主体的灰面和暗面，然后逐步深入到每个静物的明暗交界线、灰

面、暗面及投影。

二、铺大色

铺大色是指在画纸上先大致画出静物组合的整体色调关系。铺大色根据水粉的特性也要

先从暗部着手，然后逐步过渡到灰面及亮面的色彩。因只是作为底色，所以不用过于苛求笔

触，但是也不能平涂，铺大色的时候要注意冷暖色调的倾向。

三、深入

深入也要从最暗部开始，然后逐渐过渡到亮面。在开始的时候尽量少加白，甚至避免加

白，只有这样，在以后的逐步上色时画面才不会出现“返白”现象，变“灰”变“粉” 。

先薄后厚：刚开始时最好画的薄一些，然后一点点加厚，这样才会使画面具有层次感、色彩

丰富。要时刻注意调整好各个物体之间的关系，主体静物、离得近的物体要相对仔细刻画，

然后逐渐向后推、变虚，最里面、最边缘、占据整体面积最小的物体可以几笔概括，甚至一

笔两笔也可，这是因为“近实远虚”的原理。又由于物体是由一个个的小“面”过渡、衔接、

组合而成，因此物体的边缘不要画得太实，特别是瓶罐之类的圆、弧状的物体边缘，这样物

体的体积感和空间感才会更强烈。

注意环境色的相互渗透渲染，衬布的固有色作用在静物上，静物的固有色也作用在衬布

上，两者互相映射，使得整个画面关系密切，浑然一体。

四、调整完成

调整阶段是水粉写生的最后结束阶段，在这期间可以对整张水粉画作品不准确的地方做

些调整修改，最后点加高光。要注意的是，高光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白点，高光中也包括环境

色、光源色、固有色，它也有一定的色调倾向。

第四节 默写的方法步骤

一、仔细审题

在拿到题目时，不要急于动笔，要仔细审题，看清要求，要充分发挥想象力，设计好画

面的预期效果，为下一步的构图、铺色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立意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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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物画构图的物体主要有水果、花卉、蔬菜、器皿、衬布等几大类。因此，日常练习就

要对这些物体的形状、色彩、质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与认识，并通过临摹、写生、默写等一

系列训练。只有这样，在默写时才会得心应手。构图时要充分利用形式美的规律，使构图饱

满，富有创意和吸引人。静物画的常规构图主要有三角形、十字形、S形等。

三、确定色调

色调是一幅画总的色彩倾向，构图之后，可根据题意和物体，首先确定几个大的色块，

以便能确定出整幅画的色彩基调。在此，应着重处理好亮部与暗部，物体与背景之间的关系，

画时可采取快速薄画平涂式，使画面色调能较快地体现。铺色时要胆大心细，从整体着眼，

充分理解光源色、固有色、环境色的关系，以求大关系的准确性。

四、深入刻画

深入刻画是色彩静物默写的难点。这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用色彩充分塑造对象的形体结

构、质感和空间。此时，宜采取厚薄相结合的画法，且注意运用笔触对物体的塑造和一些肌

理效果的使用，以增强画面的效果。

五、调整完成

收拾调整阶段是作品成功至关重要的一环。调整的目的，主要是让画面更突出，更响亮，

使自己的画能在众多画中脱颖而出。调整时，通常要将后面的物体与前面的物体多做比较，

增强层次感和空间感，后面物体的塑造要概括一些，色彩也稍灰一些，前面的笔触要大一些，

前面的物体塑造要结实一些，色彩纯度稍高一些，主要物体要多深入多刻画，用笔，后面的

笔触要大一些，前面的小一些，丰富一些，只有这样，才会比较完整地默写出一张较为出色

的色彩静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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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模拟试卷及评分标准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色彩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120分钟）

（总分：120分）

题目：

深灰色、白色衬布各一块、未开瓶深色红酒瓶一个、高脚杯一只（内装半杯红酒）、梨

2个、苹果 1 个、山楂若干。

评分标准：

一、 构图 （15%）

二、色彩关系 （40%）

三、 色彩造型能力 （20%）

四、 色彩表现技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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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命题创作

Ⅰ. 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一）考试内容包括：创作构思、画面构图、绘画表现。

（二）创作构思部分，主要考查根据创作主题进行选材、立意，然后生发出有独到见解、发

人深省、有新意的创意和视角来对题目进行表现。

（三）画面构图部分，主要考查在通过构思凝结成的主题思想的基础上，如何寻找一种具体

的形式语言和形象符号，使各种感受、各种主题形象化、具体化，把思维的形式转换成绘画

的符号，从而形成画面的构图。

（四）绘画语言的技法表现部分，主要考查运用素描的线条和黑白灰的明暗对比来表现画面

的技法表现能力。

（五）对各部分的评价要求，区分为了解、理解和掌握三个层次。

了解：要求考生知道有关内容并准确再现；

理解：要求考生理解有关知识并加以运用；

掌握：要求考生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和技法，并能运用其完成创作画面表现。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主要考查考生运用创作基本知识和技能进行命题创作的能力。

（二）考试采取闭卷形式下的技法测试，时间 90 分钟，满分 120 分。考题分值点为构图（15

分）、色彩关系 （50分）、 色彩造型能力 （20分）、 色彩表现技法 （35分）。

II.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绘画创作概述

第一节 绘画创作的含义

一、绘画创作就是人们通过对自己身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把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与评价以及

自己的一些情感体验，通过形象的塑造和画面的形式语言表现出来。

二、它不同于一般的写生练习，它不是对一般物体形象的简单直接的描摹，它是把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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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有意义的瞬间和感人的情节以及美丽的场景，经过人的提炼加工，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

来的作品。

三、它是采用绘画的形式来传达情感和对生活的认识的一种方式。它的主观性、创造性和画

面的完整性更强，生活的感受、思想的展现、情感的抒发，视觉的传递更充分。

第二节 生活与创作的关系

一、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就像母亲与婴儿一样，不可分割，它需要汲取母亲的乳汁才能生长，

不然将失去生命。当人类开始进化，艺术创作就相应出现，生活中如果没有艺术创作将会毫

无生机，而创作脱离了生活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养的根基，而显得苍白无力。

二、创作是生活的反映与再现

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艺术创作的多样性。生活给我们提供了众多的充满活力的创作素

材，也为我们演绎着千变万化的形式语言。我们的创作只有与生活紧密相联才可能打动人，

感染人，才可能具有永恒的魅力和强有力的生命力。我们进行绘画创作时，应该把视觉放在

我们周围的生活之中，用我们绘画的方式去记录，去表现它，这样的创作作品才具有源发性，

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

第三节 绘画创作的特性

一、绘画创作有其自身的艺术特性

（一）绘画是视觉的、瞬间空间艺术；

（二）符号性、形象性是它最显著的特点；

（三）绘画创作是靠形象的塑造，靠线条与色彩的有机组合，靠视觉的感染力来打动人、吸

引人；

（四）绘画艺术的另一特性便是典型性。

二、绘画艺术语言有它的局限性

（一）绘画艺术表现以其形象表现的具体性，符号表现的抽象性、画面构成和形式因素的审

美性、情感表现的私密性和语言方式的多样性为其特征，成为最具探索性和最具魅力的艺术

形式之一。

（二）在绘画创作中，要求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要学会用绘画的眼睛和美术的思维方式去

观察生活，去选择适合用绘画语言表现的题材，依照美术特有的规律进行创作。



15

第四节 作品的感染力

一、绘画作品要感染人、打动人，总要在作品中注入一些吸引人的因素，平平淡淡、没有任

何特点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必须具备感染要素的其中之一，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绘画作品感染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有的作品表现的是重大的主题、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深刻的社会题材，它是靠题材

与主题本身的震撼力来打动人，让人思考；

（二）有的作品则去表现日常生活中那些大家熟悉的，而又没有被发觉的一些细小的、有趣

的生活瞬间，从中折射出人生的哲理和生活的乐趣，依靠平凡中见伟大的特性和艺术特有的

亲切感来感染观众；

（三）有的作品则是通过画面的形式美来传达作者对生活的感受，他们往往在画面的构图、

黑白的处理、色彩的构成，点线面的配置上下功夫，给画面营造出很强的形式感和视觉冲击

力，靠刺激人的视觉感受来吸引人；

（四）有的作品靠独特的制作效果和精湛的技艺，让人折服，让人感叹；

（五）有的则是靠有血有肉，富有特性的人物形象的塑造；

（六）有的则是靠画面气氛的烘托、情感的抒发进而使观者产生共鸣；

（七）有的则是靠富有探索性、实验性的作品，给人提供新的信息和新的感受，引发观众的

注意和思考等等。

第二章 绘画创作的要素

第一节 用艺术的眼睛去观察生活

一、绘画创作的基本原型，都是源于生活中的美的瞬间，这就要求我们画家要在日常生活中

去发现平常人所难以发现的美来。善于捕捉那些看似平凡，但又蕴藏着人生哲理和生命意义

的瞬间和美的画面，用艺术的心灵去感受生活中的意味。

二、我们不仅是生活的参与者，更应该是美的发现者，必须随时带着艺术家的慧眼去观察、

留意、琢磨、推敲生活中人物在形态上、表情上、动态上的特征，去把握生活中形象的魅力。

三、观察力的训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训练从宏观上去观察生活中适合用绘画表现的整体形象和大的气氛；

（二）训练从微观上去观察能体现形象典型性的细节和一些微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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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提高观察力

（一）要注意对自己敏感度的培养，随时留意和寻找生活中一切适合绘画表现的瞬间，随时

以一种好奇与期待的眼光，以一名画家的心态和心理准备，对生活中出现的美的形象、事件

和有绘画价值的东西，迅速作出积极的、艺术的反映。

（二）经常性地有目的地对生活进行多方位的观察，像记日记一样用绘画的方式记录日常生

活中有价值的东西，像做观察笔记一样准确客观地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表现出来，养成全面、

深入、仔细地观察对象的习惯。

（三）提高自己在造型语言方面的修养，学会用点线面的眼光看世界，去发现常人所不能看

见的东西，发现生活中的形式美。

（四）视觉是有高度选择性的，观察能力也同样如此。观察能力的核心就是捕捉事物的本质，

捕捉眼前事物的某几个最突出的特征，提高自己透过少数几个突出的视觉特征窥见事物全貌

的能力，为创作做好形象上的准备。

第二节 形象的记忆能力

一、对生活的观察与感受不能只停留在眼睛上，而要用心去记忆，用形象的方式进行记忆，

要抓住形象的一些特征和点线面的符号以及一些场景气氛来对生活中的一切你感兴趣的东

西进行收集与记忆，要把你的脑海作为形象记忆的仓库，并分类整理、储存你收集到的各类

形象素材。

二、为准备考试更应该收集、记忆一些有特点的各类人物形象，包括不同身份、不同职业、

不同年龄，特别是不同表情的人物形象，各种有代表性的道具和场景。对有用的形象、素材

不断地进行记忆，把所观察到的和感兴趣的形象资料、精彩场景记录下来。通过这样的积累，

形象语言才会丰富，才可能根据想法和主题，得心应手地在形象仓库中选择所需要的、最具

代表性的形象符号来运用。

三、形象记忆分两类

（一）对客观对象图像性的记忆，重点是对象的外部形体特征的记忆；

（二）对一个场景或一个事情的气氛和感觉上的把握与记忆，也叫情绪性记忆。

第三节 艺术的联想能力

一、艺术的联想能力是艺术创作的精髓，它是创造性思维能力在艺术上的最佳体现，是艺术

创作的生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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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创作中没有想象的翅膀，作品将会黯然失色，缺乏新意。

（二）生活中的题材与场景，对于艺术来说也许有它的一些局限性，单调性和平淡性，需要

艺术家的联想能力去丰富它、充实它。

二、所谓艺术的联想能力就是看见物象甲能联想到物象乙，看到一个点能想到一个面的能力。

当我们在观察生活的时候，可以从一滴水中看见太阳，从一滴血中能想到战争与革命，从一

片蓝色能想到大海与宇宙空间等等。

三、艺术的联想存在着内在的规律和联系

（一）在空间和时间上相接近的事物反映在大脑中就会形成接近联想；

（二）有相似特点的事物反映在大脑中就形成了类似联想；

（三）有对立关系的事物反映在大脑中就形成了对比联想；

（四）有因果关系的事物反映在大脑中就形成了因果联想。

第四节 把生活中的形象转换成艺术形象

生活中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可视形象，这就要求我们在熟悉的生活中，去挖掘那些有绘画

性潜能的、有典型性意义的、有可视性效果的生活形象，通过我们的关照与提炼，并加以强

化，使之鲜明化，变成我们画面中的艺术符号和因素，这样，我们的画面就会变得有血有肉、

丰富多彩。

转换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发掘一提炼一强化一展现的过程。

一、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任何艺术作品的形象都是具体的、感性的，也都体现着一定的思想感情，都是客观因素

与主观因素的有机统一。

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任何艺术形象都离不开内容，也离不开形式，二者是有机统一的，艺术作品的形式是其

内容的载体，其内容是形式的灵魂。艺术欣赏中，直接作用于欣赏者感官的是艺术形式，但

艺术形式之所以能感动人、影响人，是由于这种形式生动鲜明地体现出深刻的思想内容。

三、艺术形象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综观中外艺术宝库中浩如烟海的艺术作品，凡是成功的艺术形象，无不具有鲜明而独特

的个性，同时又具有丰富而广泛的社会概括性。正因为达到了个性与共性的高度统一，才使

得这些艺术形象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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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把自己的思想感受通过艺术的符号来表现

如果说把生活中的形象转换成艺术的形象的过程，是一个从客观感受到主观加工的过程

的话，那么把自己的思想通过艺术的符号来表现的过程，则是把主观感受形象化、具体化的

过程，是主观到客观的逆向思维过程。

一、“思想感受”是指主体对客体的反应由感觉器官传入大脑中枢，随之而产生的喜、怒、

哀、乐、善、恶、美、丑的反应。这种反应，可以通过绘画语言符号来传递给人们。

二、绘画语言的符号包括：色彩、线条、形体、空间分割等等，这些符号按照人们的视觉习

惯和审美经验，能充分传达出作者的各种感受和思想。

三、要善于学会寻找各种贴切的艺术语言和形象符号来传达自己的感受和思想，要对各种感

受进行归纳整理，寻找和组织一种最能代表本人意志，最能体现个人情感的形式语言来表现

对生活感受。

四、要综合处理各种感知形象，提炼强化各种感受、思想，学会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按照一

定的审美需要条理化、明确化，使之成为一幅作品的主题思想和总的形式倾向，让这种主题

形式真正能准确体现自己特殊的感受和思想。

第六节 艺术语言的表现力

艺术的表现力就是对你选择的素材和主题思想进行包装、锤炼，使之更为鲜明，更具吸

引力的一种方式。

一、夸张的手法：就是在画面中选择一些有特征的形象，以及某一形象中一些有趣的细节，

进行变形和强化处理，夸大其形象特征，给人留下鲜明的视觉印象。

二、对比的手法：所谓对比的手法就是把不同性质的、有强烈反差的形象符号放在一起，彼

此反衬，相得益彰，使各自的形象特征更为突出，让人们在对比中认识形象，在反差中品味

主题。

三、重复的手法：就是在画面中，把一些对主题有特殊意义的细节，如道具或人物的某个动

作以及其他形象，在画面中不断出现，反复用同种形象给人以连环的刺激，不断加深所重复

的形象给人的印象，增强画面的表现力。

四、渲染的手法：就是对表达思想有利的画面气氛、环境场景、形式构图进行有意识的营造，

给人以明确的、强烈的画面感受。

五、强化的手法：就是对画面中你感兴趣的形象符号或是在画面中所特有的一些精彩点、兴

奋点，一些对主题起点睛作用的部位，进行明确化、鲜明化，并加以着力强调，给人留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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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强烈的印象。

第三章 创作的步骤

第一节 构思

一、构思是创作的出发点

（一）当我们拿到创作题目以后，首先要仔细审题，明确该命题的主题是什么，并围绕这一

主题进行选材、立意，尽量能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去挖掘出有独到见解，能出奇制胜，发人

深省，有新意的东西来。

（二）好的构思，它不是只停留在对题目或主题作浅显的图解，而是要选择最佳的角度，从

一个有表现力的侧面和自己独特的视角来对题目进行表现。这就要求根据题目的要求在平时

的生活中去挖掘题材，运用大胆的想像力来深化主题，使画面的内容更加充实，更具特殊性，

给人以新颖独特的感觉。

二、创造性是构思的画面的重要因素

在题材的选择上，一定要注意找那些符合可视形象特点的题材。构思在真正落实到画面

上的时候，特别是用绘画语言来表现的时候，一定要寻找适合用绘画语言表现的题材和视觉

图像，以特有的方式来表现。

三、找到自己的特殊视觉和画面的兴奋点

（一）作为创作的始发点，肯定是有许多东西感染了你，打动了你，值得你倾注全力，为之

创作。四平八稳的画面，相互雷同的构思，是创作考试最忌讳的。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和千篇

一律的表现技法，虽然没有错误，但缺乏吸引力，让人看了后感觉疲倦乏味。

（二）所以面对创作题目，一定要多思考，尽可能找到自己独特的绘画视觉角度来诠释题目，

以特殊的方式来表现题目。特别是在情节的安排、人物形象的设计和一些细节的刻画上，一

定要有“闪光点”，不能人云亦云，平铺直叙。

四、创作的几种主要出题类别

（一）命题创作类

1.这类题型相对来说限制性比较小，发挥的空间比较大，即使有的在人物或环境、道具方面

有些限制，但仍可以根据自己对生活的不同感受，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同一命题。

2.命题创作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构思的独特性和新颖性，要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来理解命

题、表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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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合性构图类

1.这类题型往往是用文字或图片把绘画的一些要素，如人物、环境、道具、情节等某几个要

素提供给你，然后根据考题所提出的具体要求组合成一张画面。更多的是考查画面调度与组

合的能力，它的限制相对多些，应注意考题的具体要求，千万不能超越题目的限制。

2.要善于在限制之中发挥自己的想像力，以别致的构图、完美的人物组合，较强的造型与画

面表现技巧来完成该类题型的创作。

（三）自由联想类

1.这类考题实质上是测试创作的自由想象能力和平时对生活的积累与感受。出题的形式也大

多是画感兴趣或印象深的事情，描绘与这事情发生关系的人或景所联想到的画面。

2.这类考题要求的主观能动性更大，在要求上创意与构思多于画面的制作与技巧。它要求考

生的思路必须要打开，想像力必须要丰富，要敢于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和还没有意识到

的东西，要充分表现自己对生活的切身感受。

3.这类创作，选材越独特、构思越新颖，表现越丰富，就越容易吸引人。由于这类考题限制

很少，也给考生展示自我提供了机会，所以考生在完成这类考题时，尽可能发挥自己的优势，

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并且也可以在考前做一些有针对性的准备，尽可能把自己的最佳状态

展现出来。

第二节 构图

一、构图的概念与意义

（一）所谓构图，就是在由各种生活感受，通过构思凝结成的主题思想的基础上，寻找一种

具体的形式语言和形象符号，使各种感受、各种主题形象化、具体化，把思维的形式转换成

绘画的符号，这就是构图的任务，也是创作要解决的基础问题。

（二）构图是对画面有意义的形式结构的把握和运用，在视觉传达中具有造型和色彩都无法

替代的独立意义。构图不仅仅是画面图像的结构框架，同时画面图像的结构框架也是画面构

图的构成硬件。可以从错综复杂的场景和画面中运用概括、提炼等能力通过简化的手法凝练

成构图框架结构。捕捉、认识并阐明隐蔽在斑斓色彩和生动形象背后的构图，这比形象描绘

更为困难。

二、构图能力包括三个方面

（一）如何使画面的结构框架与构思主题相吻合，也就是说画面的布局与大的构图形式能充

分体现主题，并能产生相应的情调和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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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画面的构图能体现形式美的一些规律。在构图中，我们要研究对称、变化、单纯、复

杂、旋律、节奏以及点线面的意义，探求各种类型的构图的表现力。

（三）如何选择和推敲画面中的各种形象符号，使之更具典型性，更富代表性，增强表现力。

总之我们的构图实质就是寻找一种最为贴切、最为优美的造型语言和构成形式，调动一切可

以调动的形式因素，精心安排，合理布局，最大限度，最为贴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三、构图的要素

（一）主体的位置

主体，是一件造型艺术品的主要形象，往往是作品的重心所在，也是视觉焦点落处，也

即视觉中心，也不可避免的是画面结构的中心。画面中的其他构成要素，如次要部分或配角、

场景和道具，甚至光线的配置和色调的考虑可能都从主体的需要出发，关乎着整幅作品的成

败。

处理画面主体位置的典型方法：

1．中心位置法：中心位置突出主体地位，简单明了，但容易呆板，缺少变化。

2．井字法：该做法既保持了画面的平衡感又避免了过于对称产生的呆滞。

3．三纵法：纵向分割可以使主体位置避免左右过于均衡并产生变化。

4．三横法：横向分割可以使主体位置避免上下过于均衡并产生变化。

5．对角法：该构图适合有主次关系的画面构图，达到视觉上的均衡与变化，要注意两者之

间的呼应关系。

6．左右法：该构图法同样适合有主次关系的画面，构图通过左右大小不同产生的视觉变化

和心理平衡。

7．发大法：把主体放大，占据画面的绝大部分而形成画面主体，一目了然。

8．聚焦法：通过利用焦点透视中的平行透视使所有消失线都集中到画面的心点，使之形成

画面的中心。

9．对比法：利用明暗对比，使形体和结构产生丰富变化，吸引观者的注意力。

10．指向法：利用指向也可以形成画面焦点，该做法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变通，巧妙运用。

（二）次要部分

次要部分主要用来陪衬烘托主体，或通过对比来反衬主体，或用以补充主体从而最终达

到突出主体的目的。

（三）道具

道具不仅在表现主题上可以巧妙地起到点题作用，而且由于道具本身具有灵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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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可以根据主题表达上的需要比较自由地添加，达到平衡画面，充实画面，丰富画面的作

用。

（四）背景

主体与背景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图与底的关系，他们之间相互依存，同时也相得益彰，所

以必须高度的重视。

四、构图的法则

（一）图式结构要服从作品主题表达的需要

（二）画面大小与形式服从题材和表现的需要

（三）突出主体，主次分明。

（四）结构要完整。

（五）对称与均衡。

（六）“部分”服从“整体”

（七）多样性与统一性

（八）节奏与运动

（九）对比与和谐

（十）比例关系

五、构图的形式结构

（一）金字塔形图式

（二）水平线图式

（三）垂直线图式

（四）中心图式

（五）“S”形图式

（六）环形图式

（七）倾斜图式

（八）重复图式

（九）放射形图式

（十）“C”形图式

（十一）十字形图式

（十二）点状图式

（十三）线状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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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团块图式

六、在比较与推敲基础上选择最佳的构图方式

（一）任何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形象都是经过反复锤炼和推敲后形成的。人的思维过程

也是不断扬弃、不断完善的过程，任何一个好的构思与构图都不可能一步到位，都需要反复

不断地比较和斟酌。

（二）构图的过程实质上是不断推敲，不断深化构思的过程，是思维图像化的过程，所以一

定要多画一些小稿子进行反复推敲和斟酌，选择最佳的构图方式，特别是对画面中的元素的

组合进行精心调配，使之更为完美。

第三节 人物形象的设计与塑造

在美术创作考试中，部分命题要求以人物创作为主，所以对人物形象的选择、设计，塑

造，直接影响作品主题思想的表现和画面的视觉效果，也反映出考生的造型能力的高低，从

而产生出成绩的差距。

一、根据创作命题，在构思与构图的基础上，必须根据画面的主题和情节的需要，塑造出个

性鲜明、有血有肉、有形象特点的人物形象来。世界上的人物形象千千万万，各不相同，构

成了我们绘画创作无限丰富的形象仓库。

二、由于人的身份、社会环境、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以及所处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的差异，

产生了人物在性格、气质、外貌、服饰和生活习惯和举止方面迥然不同的特征。主要有地理

环境的差异、文化层次的不同和年龄阶段的特征三个方面。

三、人物形象的塑造有赖于我们较强的造型能力。对人物各种动态，如老、中、青各种人物

形象和各种服饰着装的表现都要得心应手，就要求在平时要善于积累，对各种人物形象，各

种动态要多练、记熟，并把人物形象分类整理。

第四节 环境道具在作品中的作用

一、任何好的典型的形象都需要有相关的事物和环境来衬托，都必须置身于一定的场景和氛

围之中，才能有强烈的生命力，才能显出耀人的光彩。因而在绘画创作中，我们不仅仅要对

人物形象进行深入的塑造与刻画，还需要选择适当的环境和与主题有关的道具来丰满形象、

充实主题。

二、环境道具的烘托与表现，对展现人物的性格、情绪和渲染气氛、烘托主题的重要作用。

三、环境与道具作为画中的形式美要素，也是最好挖掘、最便于调度的因素。构成画面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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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面的组合与美化容易构成画面的节奏与旋律，容易构成画面大的形式框架，给人以强烈的

形式感。

第五节 细节的选择与强调

一、细节的刻画对作品的主题表现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好的细节刻画与表现，会让人仔细

品味，以小见大，耐人寻味，生动形象，强化主题，展现绘画艺术的魅力。

二、细节的选择与刻画要注意把握重点，要善于选择那些点题的又很形象的细节进行刻画，

并且刻画细节一定要具体，要深入，要有生活的感受，切忌概念化。

第六节 画面的制作方法与表现方式

一、素描的方法：就是用素描的线条，靠黑白灰的明暗对比来表现对象。要求具有较强的素

描造型能力和处理画面黑白灰关系以及光影表现的能力。这种方法有利于形象的塑造和气氛

的烘托，也有利于细节的刻画。

二、色彩表现的方法：这种表现方法要求考生要有较强的造型刻画能力和色彩表现能力。这

种画法容易烘托出画面大的气氛，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形象表现力，也能够深入刻画人

物的细节，使画面画得非常的完整。

三、色彩与素描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具有较强的视觉效果，给人以简捷明快的感觉。要

求具有较好的色彩配搭能力和画面的归纳提炼能力。

四、其他一些特殊的方法：为了达到特殊的视觉效果，也采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如色彩对印

的方法、拼贴的方法、喷绘的方法等等。要始终记住这些方法只是手段，都是为塑造形象，

表现主题服务的，不能哗众取宠，玩弄花样。

第七节 主题的传达要单纯明确

一、一切艺术形式都有它的局限性，也正是这种局限才产生了各种艺术形式固有的特点。而

绘画作品，是在二维平面中表现事物的三维空间关系，它是靠静止的形象和瞬间的情节来表

现主题的，不可能让一幅画承受它无力承受的主题，也不可能在一幅画中表现出作者所有的

想法和感受，不然会使画面的主题非常复杂，让人觉得模棱两可，引发歧异。

二、画面传达的主题一定要单纯明确，尽可能把自己的想法通过形象符号清晰地表现出来，

要把画面上出现的每一个形象和符号作为引导观众进入画面主题的路标，按照引领去解读画

面。一定要围绕主题采用单纯明确的方式，把思路理清，把想法条理化，把感受进行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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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构思尽可能单纯鲜明。

III.模拟试卷及评分标准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命题创作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90分钟）

（总分：120分）

一、 试卷满分与考试时间

（一）试卷满分：120分

（二）考试时间：90分钟

二、试题题型

考试题型是以技法测试进行的命题创作。

三、考试内容

（一）命题：《星期天》

（二）要求：

1. 要求考生根据主题自由发挥，场景设定屋内、户外均可，但须以人物为主体，以自

己的印象和解读为依据形成创意画面。

2.在 8开素描纸上经营位置，铅笔或炭笔单色描绘，技法语言、造型风格、表现手法不

限。

四、评分标准

（一）构思立意（40分）

画面有较好的视觉角度来诠释题目，以特殊的方式来表现题目内容。

（二）构图结构（40分）

画面的构图结构与构思主题相吻合，能体现形式美的一些规律。

（三）技法表现（40分）

画面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形象表现力，具有良好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