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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中国美术史

1.原始社会

彩陶

（1）仰韶文化：彩陶器形与纹饰，可区分为数种类型，其中以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艺术成就

最为杰出。半坡类型代表性纹饰为鱼纹，庙底沟类型代表性纹饰为花瓣纹。

（2）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在甘肃、青海地区的一个分支。马家窑文化主要有石岭下、马家窑、

半山和马厂四个类型。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彩陶盆是其代表作。

（3）龙山文化：1928 年,中国著名考古学者吴金鼎在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龙山镇的考古发掘中,首次

发现了这一史前遗存,故命名为“龙山文化”。因以黑色陶器为主要特征,又称为“黑陶文化”。

（4）彩陶和黑陶代表着我国古代美术创造的第一次高峰,在技术上、造型上都为青铜器的出现做了准

备,也为以后陶瓷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先秦

（1）商代青铜器

在艺术风格上，形制凝重、多直线造型、中轴对称。以饕餮纹、夔龙纹为典型纹饰，风格沉稳雄浑。

饕餮纹综合了多种兽面特征，该符号在人的幻想中有巨大的原始力量，是神秘、恐怖、威吓的象征。

对自己部落是保护神，对敌人则是吃人的凶怪。

《司母戊鼎》河南安阳出土。这是我国考古发现最大的一件青铜器，反映了我国古代铸造水平的高超。

《四羊方尊》湖南宁乡出土。是一件体现了奴隶主贵族意志的礼器。

《虎食人卣》湖南安化出土。卣为盛酒具，多为圆形体，口有盖，肩附提梁。鲜明地体现了商代青铜

器神秘、狞厉的艺术特征。

《大禾人面方鼎》湖南宁乡出土。鼎腹的四面各以浮雕式人面作主体装饰，面部较为写实。

（2）西周青铜器

形制庄重，纹饰清新简约，流行窍曲纹。《毛公鼎》陕西扶风出土。《大盂鼎》陕西郿县出土。

《虢季子白盘》宝鸡出土，造型硕大庄重，内有长篇铭文，是迄今已知最大的青铜盘。

《武王征商簋》陕西临潼出土。

《毛公鼎》出土于陕西,其铭文长度接近 497 字(另有 499 字、500 字等说法),有“抵得一篇《尚书》”

之誉。

（3）帛画：《人物龙凤帛画》于 1949 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 1号楚墓。《人物御龙帛画》是战

国时期帛画，出自长沙子弹库楚墓。

http://baike.baidu.com/view/204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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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秦汉

（1）兵马俑：①崇尚写实，手法严谨；②性格鲜明，形象生动；③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

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气势，使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

（2）霍去病墓前石刻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二、野人、母牛舔犊、卧

牛、人与熊、野猪、石蟾等 14件，另有题铭刻石 2件，全部用花岗岩雕成。

（3）《马踏飞燕》：东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塑造了一只神速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

的燕隼背上，暗示天马奔驰的速度超过了燕隼，具有携风带雨的气势。

（4）《长信宫灯》：是西汉时期宫廷使用的青铜器。人像中空,可以容纳烟垢,手臂充作烟道,实用性

与艺术性完美结合,堪称工艺雕塑的典范。

4.魏晋南北朝

（1）六法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

（2）三大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这三窟被称为中国古代三

大著名石窟。

（3）顾恺之

①是东晋最伟大的画家，也是早期绘画理论家，被世人称为“才绝、画绝、痴绝”。

②以巧密与精思开创南朝至唐初人物风格画模式，属于“笔迹周密”的密体，线条紧劲连绵，如“春

蚕吐丝”“春云浮空、流水行地”一般，并把源于战国时期的“高古游丝描”发展到完美的境地。

③绘画理论“以形写神”“迁想妙得”“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④绘画代表作《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传·仁智图》等后世摹本传世。

⑤在画史上，顾恺之与陆探微、张僧繇并称“六朝三杰”。

（4）陆探微：“秀骨清像”。正式以“书法入画”的创始人。

（5）张僧繇：“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

（6）曹仲达：“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谓之“曹衣出水”。

（7）宗炳：他在《画山水序》中认为山水是以其外形体现“道”的,因而图绘山水形象可以领悟虚无

之道。

（8）王微,著有《叙画》一篇。他指出了山水与地图的区别,并强调山水画创作的“致”和“情”,反

映了当时的画家对自然山水娱情作用的认识。其中“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圭璋

之琛,岂能仿佛之哉”的语句,表达了对自然之美的热爱以及艺术家的审美理想。

5.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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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展子虔《游春图》

（2）阎立本：《步辇图》《历代帝王图》

（3）吴道子：盛唐人物画家以“画圣”吴道子最为著名。“吴带当风”是对吴道子人物画风格的概述。

他的风格也被称为“吴装”，亦称“吴家样”。与曹仲达合称“曹衣出水,吴带当风”。

（4）张萱：《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

（5）周昉：《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

（6）韩滉《五牛图》，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黄麻纸),堪称“镇国之宝。

（7）理论著作：

作者 理论著作 特点

裴孝源 《贞观公私画录》 现存最早的一部绘画著录

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 我国第一部体例完备、史论结合的绘画通史

朱景玄 《唐朝名画录》 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绘画断代画史

张璪 《绘境》 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对中国画论有深远影响

6.五代

（1）《韩熙载夜宴图》（2）徐黄异体

7.宋、元

（1）李公麟：白描《五马图》。

（2）梁楷：减笔人物画，代表作《太白行吟图》《六祖图》《泼墨仙人图》。

（3）郭熙：《林泉高致》中提出了“三远”，既高远、深远、平远。

（4）南宋四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

（5）马一角，夏半边

（6）书法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

（7）五大名窑：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

（8）赵孟頫

赵孟頫是元代画坛上的中心人物，其绘画功力深厚，人物、鞍马、山水、花鸟、竹石无所不能，水墨、

青绿、工笔、写意诸体兼备。他在艺术主张上标榜“古意”，谓“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从文人的审美

情趣出发，提倡继承唐与北宋的绘画，重视神韵，追求清雅朴素的画风，反对南宋院体画过分追求形似和

纤巧；他又强调书法与绘画的关系，认为“书画本来同”，将书法用笔引进绘画之中，加强其艺术表现力。

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秋郊饮马图》《鹊华秋色图》（作品赏析）《疏林秀石图》。

http://baike.baidu.com/view/271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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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

（10）《富春山居图》（黄公望）

背景：元朝统治者不重视文人和绘画，加速了绘画发展变革，绘画多为自娱。黄公望是典型代表人物，

绘制《富春山居图》送好友无用师。

内容：作品描绘的是浙江富阳、桐庐一带的山容水貌。卷中江水平静，峰峦起伏，点缀丛林亭舍，疏

密相间，显示出画家深厚的笔墨功力。

艺术特色：画面以水墨或浅绛作画，淡墨干皴，富于变化。画家没有过多细微描绘物象表面，而是着

重把握山水的整体风貌。

历史地位：是中国古代一幅巨作山水画作品，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在中国古代史上有

着崇高的历史地位。

（11）宋代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

8.明、清

（1）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

（2）白阳青藤：陈淳号白阳山人，徐渭号青藤，他俩把写意花鸟画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阶段，对明清写

意花鸟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徐渭代表作为《墨葡萄图》。

（3）曾鲸：波臣派代表，擅画肖像，代表作为《王时敏像》《张卿子像》。

（4）“南北宗论”

（5）清六家：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吴历、恽寿平。

（6）四僧：清代早期的僧人画家朱耷、石涛、髡残和弘仁，力主继古开今，革新创造，史称“四僧”。

9.近现代

（1）齐白石

现代书画家、篆刻家。论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作品题材充满民间情

味，擅画花鸟虫鱼，笔墨纵横矫健，造型简练质朴，神态活泼，色彩鲜明强烈；擅于把阔笔写意花卉与纤

毫毕现的草虫巧妙结合。代表作为《蛙声十里出山泉》（作品赏析）《不倒翁》《祖国万岁》《水芋游虾

图》《枫叶寒蝉》等。

（2）徐悲鸿

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在美术上坚持并倡导现实主义道路，对中国画进行了中西融合的大胆革新，

探索以西洋画法来改造中国画的新途径。中国画《愚公移山》《九方皋》、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

是他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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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型中国画与融合型中国画

传统型中国画：新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对“传统型的中国画”的解释是:现代中国画家

中,有许多是维护或坚持传统绘画的基本模式,不接受西方绘画影响的。以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为代表

融合型中国画：,借鉴西方美术,以改革中国画的呼声与实践成为潮流。以。蔡元培、康有为、陈独秀、

鲁迅和画家徐悲鸿、林风眠、高剑父、刘海粟等

（4）吴冠中

在吴冠中的画面中,常用大块面的墨块、富有韵律感的墨线和跳跃的墨点串联成半抽象的“视觉意象”,

试验了将西方现代艺术形式主义的绘画语言与中国写意水墨画的笔墨体系“融汇贯通”的可能性。这些具

有强烈的平面构成意识和文人抒情意涵的山水作品,从方法论上为中国水墨的山水题材拓宽了创作的边界,

将点、线、面的形式因素纳入水墨艺术的写意体系并成功转化为写意话 语的表意符码。

代表作品:油画代表作品有《长江三峡》《北国风光》《小鸟天堂》《黄山松》《鲁迅的故乡》《太湖

鹅群》《翠堤春晓》《山村人家》、国画《老重庆》《春如线》《香港夜景》《榕树》等。

10.民间艺术

（1）天津杨柳青年画：受到殿版版画与宫廷绘画的影响，追求绘画效果，单色版印刷后，再辅以人工

填色开脸，线刻精工细腻，色彩鲜艳辉煌，以典雅细丽为主要特色。

（2）苏州桃花坞年画：最受欢迎的题材是表现日益繁华的城市景观与表现市民生活的时装美人等，代

表作《花果山猴王开操》。

（3）山东杨家埠年画：造型夸张，构图饱满，富有装饰性，线条简劲洗练，色彩以红、绿、黄、紫为

主，对比强烈，有很强的概括性和象征性，风格质朴生动，代表作《赐福生财灶王》《女十忙》。

（4）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五大特点:线条粗犷,粗细相间；形象夸张,头大身小；构图饱满,左右对称；色

彩艳丽,对比强烈；门神数量多,严肃端庄。

（5）明代家具造型简洁、古朴典雅,在艺术和工艺水平上代表着中国木制家具的最高成就。

（6）泥人张：晚清案头泥塑的代表人物是天津的张长林。张长林，字明山，人称“泥人张”，代表作

《惜春作画》

考点·外国美术史

1.史前

（1）洞窟壁画：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

（2）雕塑：奥地利维也纳的威伦道夫出土的《威伦道夫的维纳斯》。

（3）岩画：拉文特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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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代

（1）苏美尔阿卡德青铜头像

（2）埃及吉萨金字塔群及狮身人面像

（3）埃及正面律：人物的头部为正侧面，眼、肩、胸为正面，腰部以下为正侧面。

（4）希腊三种柱式：多利亚式、爱奥尼亚式、科林斯式。

（5）掷铁饼者：古希腊古典时期雕塑家米隆的雕塑代表作。

（6）卢浮宫三宝：米洛斯的维纳斯、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蒙娜丽莎。

（7）古希腊古典时期雕塑

雕塑家 代表作 备注

皮弗格拉斯 《鲁多维奇宝座浮雕》 重要革新者

米隆 《掷铁饼者》

体育运动的雕塑的优秀典

范

菲迪亚斯 《命运三女神》 最伟大的雕刻家

波留克列特斯 《荷矛者》 1：7的美学法则

普拉克希特列斯 《赫尔墨斯与小酒神》《尼多斯的阿芙洛狄忒》

古希腊雕刻中第一件全裸

女人体

史珂珀斯 《尼奥贝群像》

留西波斯 《赫拉克列斯》 1:8 比例

3.中世纪、文艺复兴

（1）哥特建筑：具有轻盈纤细的结构，广泛采用尖券、肋拱。以巨大的彩色玻璃花窗取代墙壁，内部

空间宽敞、明亮，具有轻盈、灵巧、高耸挺拔的特点。代表建筑有法国巴黎圣母院、德国科隆大教堂、意

大利米隆大教堂。

建筑样式 结构特点 基本特征 代表建筑

巴西利卡

借用古罗马公共集会建筑，

平面呈长方形，中廊较宽，内部

有镶嵌画。

外观简朴内

部富丽

圣彼得教堂

圣保罗大教堂

拜占庭

拱券，穹顶，用彩色琉璃砖

做装饰，内部有金色镶嵌画。

高贵

豪华

圣索菲亚教堂



美术学科考前 30 分 教师事业部

8

罗马式

广泛采用半圆形拱券，石墙

厚重，窗户小且高，内部昏暗，

有高大塔楼。

朴素

坚实

意大利比萨大教堂

哥特式

1.轻盈纤细的结构，广泛采

用尖券、肋拱、飞扶壁，给人高

耸挺拔感。

2.彩色玻璃花窗取代墙壁，

内部空间宽敞、明亮。

轻盈

灵巧

高耸挺拔

法国巴黎圣母院

法国夏特尔教堂

德国科隆大教堂

意大利米兰大教堂

（2）佛罗伦萨画派

（3）乔托

文艺复兴的先驱，也是佛罗伦萨画派的创始人。他的艺术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分水岭，他的主要作

品是圣经题材的壁画，具有人文主义精神，代表作《哀悼基督》《逃亡埃及》等。

布鲁内莱斯基：透视学先驱，代表建筑 佛罗伦萨大教堂

（5）波提切利

15 世纪佛罗伦萨画派最后的大师，代表作有《春》《维纳斯的诞生》等。

（6）文艺复兴三杰

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

丢勒：不仅是油画家还是铜版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在建筑与绘画理论方面也都有著作出版。在油

画和版画上都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代表作有《四骑士》等。油画代表作《四圣徒》。

4.十七、十八世纪

（1）巴洛克艺术

产生于 17世纪的意大利，后来流行于整个欧洲，它的主要特征是

巴洛克艺术最杰出的雕塑代表是意大利的贝尼尼，代表作《圣德列萨祭坛》《阿波罗与达芙妮》。

卡拉瓦乔和现实主义

卡拉瓦乔代表作品《圣母升天》，《召唤圣马太》

（4）鲁本斯

弗兰德斯的鲁本斯代表了巴洛克绘画的最高成就，代表作《抢劫吕西普斯的女儿》。

（5）维米尔

“荷兰小画派”，代表作《倒牛奶的女仆》《花边女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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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霍贝玛

代表作《并木林道》\《林荫道》，又名《米德尔哈尔尼斯的道路》。

（7）洛可可艺术

18 世纪的法国绘画之所以取得公认的领衔地位，是由于它的画家把握住了时代精神。

代表画家：华托 布歇 弗拉戈纳尔（洛可可艺术最后以为代表画家）

5.十九世纪

（1）新古典主义代表人物

达维特（大卫）、安格尔。

达维特（大卫）代表作品《荷拉斯三兄弟的宣誓》《萨宾妇女》《马拉之死》《拿破仑加冕》

安格尔代表作《泉》《大宫女》

（2）浪漫主义代表人物

戈雅、籍里柯、德拉克洛瓦。

基里柯代表作 《梅杜萨之筏》

德拉克罗瓦代表作《自由引导人民》

（3）现实主义代表人物

库尔贝、杜米埃、米勒。

库尔贝：是法国现实主义美术运动的领袖人物，“现实主义”一词即由他所创，其代表作《石工》《画

室》《奥尔南的葬礼》《筛谷的妇女》等。

米勒：法国讴歌农村生活的大师，代表作《晚钟》《拾穗者》《播种者》。

杜米埃：油画：《三等车厢》；版画：《高康大》、《立法的肚子》

（4）印象主义代表人物

马奈、莫奈、雷诺阿、德加、西斯莱、毕沙罗、。

马奈代表作品：《草地上的午餐》

莫奈代表作品：《日出印象》

（5）后印象主义代表人物

塞尚、凡高、高更。

（6）罗丹

现实主义雕塑大师，是法国 19世纪末重要雕塑家，一生创作了许多作品，其中包括《思想者》《吻》

《加莱义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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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俄罗斯巡回画派代表人物

克拉姆斯柯依、希施金、列宾、苏里科夫。

6.现代、后现代

（1）表现主义（2）抽象主义（3）现代建筑

流水别墅

作者是赖特（美国）属于现代建筑。

朗香教堂

作者是柯布西耶（法国）属于现代建筑。

西班牙古根海姆美术馆（结构主义）

作者是兰克·盖里属于后现代建筑。

蓬皮杜艺术中心

作者是意大利的伦佐·皮亚诺和英国的理查德·罗杰斯属于后现代建筑。

考点·美术门类

1.美术的主要特征

造型性（美术的基本手段，最主要的特征），空间性，视觉性。静止性（通过一定的形象“暗示”一

定的过程），瞬间性（具有高度的凝聚性和典型性），永固性。造型性和静止性起主导作用。

2.中国画

墨分五色：中国画技法名。指以水调节墨色多层次的浓淡干湿。语出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运

墨而五色具。”“五色”说法不一，或指焦、浓、重、淡、清；或指浓、淡、干、湿、黑；也有加“白”，

合称“六彩”的。其中“干”与“湿”是水分多少的比较；“浓”与“淡”是色度深浅的比较；“焦”，

在色度上深于“浓”；“白”，指纸上的空白，二者形成对比。

计白当黑：作为书法用语提出来，见于清代邓石如：“字划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

当黑，奇趣乃出。”凡作书，既要注意黑的部分——字形笔画的密（实）处，也要注意到字画间及行间之

白的疏（虚）处。谓画面空白处亦不可不计，空白处也是内容所在。笔墨虽未到，而整体画面结构，黑白

之间互相依存。就是中国画强调运用空白，对空白经营很用心，把它当有画的部位，同样费心思去考虑。

在篆刻中也常使用这种方法使篆刻韵味十足。

中国画的形制：中国画的形制有多种，如中堂、条幅、横披、手卷、斗方、册页、扇面（又有折扇、

团扇之分）等，在大小、长短、方圆不同的形制中合理安排表现的物象叫章法。

3.版画

http://baike.baidu.com/view/4826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26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9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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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的分类：按照国际目前界定标准，版画可以进行以下分类：

依据制版时采用的物性版材，版画可以分为木版画、铜版画、石版画、丝网版画以及其他版种（如石

膏版画、纸版画、电脑版画等）。

依据印刷方式，则可分为凸印版画、凹印版画、平印版画、漏印版画。

依据使用色彩的多少来分，则有单色版画和套色版画。

依据印数多少可分为独幅版画和多幅版画。

4.雕塑

雕塑在表现形式上主要分为圆雕、浮雕（高浮雕、浅浮雕）、透雕三类，雕塑的材料一般分为可塑性

材料和硬质材料。主要的表现材质有泥、石头、青铜、木头、砖、陶瓷等。

雕塑的风格类型：写实雕塑、装饰雕塑、抽象雕塑。

中国雕塑经历的阶段

①萌芽期：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以青铜器为代表。

②成熟和繁荣期：秦汉和南北朝，以秦始皇陵兵马俑和和霍去病墓前石刻为代表。

③高峰期：唐代，以石窟雕刻为代表。

④低潮期：唐之后至清末，发展出各种小型的案头陈设雕塑和工艺品装饰雕刻。

5.世界主要园林

（1）中国山水园林：私家园林：苏州狮子林、拙政园、网师园、留园。（清雅脱俗，充满诗情画意。

“咫尺之内再造乾坤”）。皇家园林：颐和园、北海公园。

（2）“枯山水”日本传统庭园：金阁寺庭园、京都龙安寺方丈庭园。（微缩景观，恬淡出世气氛，宗

教哲学相结合，写意与抽象手法。）

（3）“人文主义”——意大利古典园林：法尔奈斯庄园。（以古罗马的花园为蓝本，让别墅、花园与

大自然之间达到和谐状态）。

（4）“驯服自然”——法国古典园林：凡尔赛宫。（修建得极为有组织有秩序的古典主义风格园林、

“欧洲皇家园林第一典范”、被称为“立体的诗篇，凝固的画卷”。）

（5）“风景如画”——英国古典园林：斯托海德风景园。（设计者通常是画家。将田野风光应用于造

园设计，追求一种近乎自然、返璞归真的风格）。

（6）“形形色色”——现代景观园林。

6.书法

书法类别：按字体来分：篆、隶、楷、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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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演变顺序：篆、隶、草、楷、行。

7.篆刻

篆刻的阴文与阳文

阴文又称白文，简单地说就是刻制印章时把文字的笔画刻掉，钤盖在纸上的文字部分是白的。

阳文又称朱文，就是在刻制印章时把文字笔画及印章边栏以外的部分刻掉，钤盖在纸上凸现文字和边

栏。

8.新媒体艺术

色彩模式：数字图像的色彩模式主要有两种：即用于计算机显示的 RGB 色彩表示法（加色模式）和用

RGB 色彩模式是工业界的一种颜色标准，是通过对红（R）、绿（G）、蓝（B）三个颜色通道的变化以

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叠加来得到各式各样的颜色的，RGB 即是代表红、绿、蓝三个通道的颜色，这个标准几

乎包括了人类视力所能感知的所有颜色，是目前运用最广的颜色系统之一。

CMYK 也称作印刷色彩模式，是一种依靠反光的色彩模式，和 RGB 类似，CMY 是 3 种印刷油墨名称的首

字母：青色 Cyan、品红色 Magenta、黄色 Yellow。而 K 取的是 black 最后一个字母，之所以不取首字母，

是为了避免与蓝色（Blue）混淆。从理论上来说，只需要 CMY 三种油墨就足够了，它们三个加在一起就应

该得到黑色。但是由于目前制造工艺还不能造出高纯度的油墨，CMY 相加的结果实际是一种暗红色。

考点·美术基础知识

透视的基本原理：客观物象因与人眼的远近距离和空间方位的不同，会在视觉上产生近大远小，近宽

远窄或近长远短、近实远虚的透视现象。研究这些变化规律的透视知识，就是形体透视。它是在平面上表

现物体的立体空间关系的最基本原理。

平行透视：客观物象的前面与画面平行，底面与地平面平行，视线上有一个中心消失点的透视现象，

称为平行透视。因为只有一个消失点，也称之为一点透视。基本规律：视平在线只有一个消失点；与画面

垂直的平行线都消失于这一点。

成角透视：客观物象（指立方体）的任何一个面都不与画面平行，但底面与地平面平行，视线上有两

个消失点的透视现象，称为成角透视。由于这种透视有两个消失点，也可称为两点透视。基本规律：视平

线上有两个消失点。

色彩三要素：明度、纯度、色相。

同类色：色相相同而明度不同的色，被称为同类色。或以某一色为主又分别包含微量的其他色，则这

几个色互为同类色。

类似色：色环中 90°范围内的颜色互为类似色，亦称邻近色。某色与此色的复色亦为类似色。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63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9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067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50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7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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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色：指在 24 色相环上相距 120 度到 180 度之间的两种颜色，称为对比色。对比色之间必然存在

着明显的冷暖对比。

补色与补色对比

（1）补色原色和相对应的间色，如红与绿、黄与紫、蓝与橙互称为补色。

（2）补色对比：一组补色所造成的色相对比关系称为补色对比，它是所有色彩对比效果中最强烈的一

种对比形式。

素描绘画的基本因素：结构、形体、比例、明暗。

构图的基本形式：常见的构图样式分为两大类：对称式构图和均衡式构图。

图案的组织形式：单独纹样、适合纹样、连续纹样。

考点·艺术概论

美术的特点：造型性、空间性、静态性、视觉性。

绘画艺术的基本特征：（1）形式的变幻；（2）瞬间的凝固；（3）丰富的意味。

史上关于艺术发生的几种主要理论

模仿说：德谟克利特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是人的本能。

游戏说：十八世纪德国思想家席勒和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提出。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指出，

人的“游戏”本能或冲动，就是艺术创作的动机，席勒《美育书简》：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

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斯宾塞认为，人的审美活动无非也是一种“游戏”，

美感就是从“游戏”中获得发泄过剩精力的愉快。

表现说：汉《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美术思想的核心是“直觉即表现”。俄国列夫·托

尔斯泰，美国苏珊·朗格。

巫术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原始艺术起源于原始巫术，而原始

巫术根植于原始人万物有灵的世界观。

代表学者：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法国考古学家雷纳克等。

劳动说：认为艺术产生的最根本动力和原因，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物质生产实

践活动，这是对艺术产生根本原因最具影响的揭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对此进行过阐述。

艺术语言

美术作品语言的概念：美术作品的艺术语言指的是美术所专门使用的，具有视觉传达功能的形象和形

式。其特征是具体性和形象性。广义上指的是美术作品中参与作品表达的一切都具有语言的属性。狭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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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指美术的基本语言元素和语言手段。美术的基本语言元素就是点、线、面、色，任何美术种类的任何

语言表达方式都是在这四个基本元素的基础上形成和演化开来的。同时，为了把语言元素组织和体现出来，

美术又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表达手段：在西方绘画中就是明暗、空间、透视、构图、肌理等；在中国绘

画中就是笔墨、章法、皴法等。它们作为美术语言特殊的表达和实现手段也可以看成是语法规则，同样构

成了美术作品艺术语言的一部分。

艺术语言是艺术作品的物质表现手段，是作品的外部形式，在艺术作品中起到类似语言的表情达意的

作用。

艺术语言的特征：感性的、表象的、情感化的。

考点·义务课程标准

（1）课程性质

美术课程以对视觉形象的感知、理解和创造为特征,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

全体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术课程凸显视觉性；美术课程

具有实践性；美术课程追求人文性；美术课程强调愉悦性。

（2）课程基本理念：面向全体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关注文化与生活；注重创新精神。

（3）课程设计思路：以美术学习活动方式划分学习领域,加强综合性和探究性；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

水平,分学段设计课程内容和学习活动；在保证基本规定性的同时,给予教师教学更大的空间

（4）教学建议：坚持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观；积极探索有效教学的方法；营造有利于激发学生创新

精神的学习氛围；多给学生感悟美术作品的机会；引导学生关注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重视对学生学

习方法的研究；探索各种生动有趣、适合学生身心发展水平的教学手段；培养学生健康乐观的心态和

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

（5）评价建议：依据美术课程标准进行评价；注重美术学习表现的评价；采用多种评价方式评价美术

作业；鼓励运用美术学习档案袋、展示和课堂讨论等质性评价方法

（6）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满足学生学习美术的基本条件；完善美术教学的基本材料和设置；丰

富美术教学的图书和影像资源；拓展校外美术教学的资源；开发和利用网络美术教学资源；充分利用自然

和社会文化资源 ；积极开发地方美术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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