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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技法体系是西方绘画在长期的

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在不同时期，油画技

法随着不同的流派风格而有着不同的变

化。油画艺术发展至今，油画技法已经

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在一幅艺术作

品中，艺术家在创作时通常采取直接画

法与间接画法相互穿插的技法方案，这

在近现代油画创作中普遍存在。

间接画法又名多层透明画法，具有

透明性好，色彩鲜亮和层次感强的特

点。提白渲染法先用中性透明色起稿，

在画面定稿后用松节油调中性透明色将

整幅画刷一遍，以形成一种基本色调。

这一步主要是解决造型跟素描关系，要

力求做到严格、精确，因为在接下来的染

色的过程中不再对造型和素描关系做调

整，所以这一步可以说是绘画成功与否

的关键环节。基本色调可以根据画面需

要处理，并在基本色调上用半透明或不

透明的白色从画面的亮部画起进行提白

塑造形体。形体要尽量保证暗部的透明

性，根据需要暗部可以适当加深。提亮

完成的画面黑白层次要强烈一些，整体

效果要完整，待干后，用半透明或透明色

在形体上进行渲染。用透明色

渲染的时候，要从亮部到暗部

依次进行，并分块局部涂染，其

实这一步的原理和水彩画技法

相似。正是用透明色这样不厌

其烦的反复渲染，才能使画面

形成丰富的色层，并达到精细

的画面效果。

直接画法也称为不透明一

次着色画法，以湿画法为主，主

张趁湿作画。具有能在短时间

内反复调整、修改画面，并可以

直接表达绘画当下的心理感受

的特性。运用直接画法在画布

上使用小笔触的厚颜料多次重叠绘制而

成的。以描绘乡间小路夏日光景为例。

先用单色在画布上构好图，天空直接用

大刷子一次性刷出色彩的渐变，路面、房

子、树干用大刷子直接画出光色的对比，

树叶则用小笔触色块的相互重叠进行表

现，从而绘制出阳光明媚，色彩绚丽、明

亮的盛夏景象。从画作作画过程可以看

出直接画法是利用油画颜料的不透明性

和覆盖力，用色彩直接塑造形体。这种

画法的最大特点是

简化了繁琐的制作

程序，不必等待油

画颜料干透，可以

在短期内反复调整

以达到所要获得的

最终效果，作品完

成速度大大加快。

在一幅艺术作

品中，直接与间接

画法并不存在只能

单独使用其中一种

技 法 的 禁 忌 。 因

此，我在毕业创作

中采用了间接画法与直接画法相互结合

的技法，希望结合二者的长处，相得益

彰，既达到透明性好、色彩鲜亮和层次感

强又能表达出我绘画时对眼前物象的心

理感受。在毕业创作（见图1）绘制的前

期我按照了间接画法的制作过程，先用

中性透明色起稿，在用松节油调中性透

明色将整幅画刷一遍，以形成画面的基

本色调，再用单色在定稿后的画面上进

行灰调子素描处理。在等待灰调子干

时，用直接画法画主体物残破的荷叶，这

样做的方法弥补了运用间接画法绘画时

花费时间长的缺点，也及时表达了绘画

当时对物象的第一心理感受，不会因为

绘制时间长慢慢丧失对物象的感觉。残

荷画完后，灰调子基本也干了，再在灰

调子的基础上进行渲染使画面深入完

善。渲染的过程中，发现间接技法体现

不出土地的那种焦灼感，于是改用直接

画法进行表现。因为主题是想表达现

实与虚幻相交的世界，荷叶被遗弃后慢

慢残破—消失—直到与土地、空气相容

在一起。而荷叶与土地、空气交织在一

起的气流感是直接画法表现不出来的，

这时间接画法透明性好、色彩鲜亮和层

次感强的特点就散发出了它特有的魅

力。

一幅优秀的油画作品艺术语言的丰

富与否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标准，而艺

术语言的丰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画技

法的运用。当然油画技法发展至今已有

600 多年，其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

研究的，毕竟油画也是传承、延续、创新

的历史过程。

纵观当今社会现象：学校教育

和个体成长，都不仅追求学生“满

分”，更要让学生“满足”和家长“满

意”。从活动式的“学雷锋一阵风”，

到全体国民的“摔倒老人不敢扶”；

从觉得德育就是热闹的活动、就是

班主任的事，到学科渗透不足到家

庭教育力量缺失，甚至片面追求分

数至上、升学率至上等现象，立德树

人的推进和落实还大量存在

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一是

目标缺乏系统性，各学段育

人目标层次不清，甚至错位，

缺乏完整性和有序性，不符

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成长规

律。二是内容脱离生活性，

德育如果脱离了学生生活

实际，就会存在口号化、概

念化现象，缺乏该有的针对

性和感染力。三是课程脱离

综合性，我们往往重视了品

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

政治等德育学科的主渠道作

用，却忽视和淡化了其它学

科的德育功能；重视了德育

理论与知识的传授，忽视了

学生的德育实践能力的培养

等。

教育事业应该以德育为先、能

力为重、身心两健、全面发展，不是

口头说教、片面追求、机械训练或简

单的“大一统”“一刀切”。立德与树

人，要有阶段划分，要有课程体系，

要有实践体验，它该是人人的、全程

的、终身的。

作为基层小学管理者，我想，立

德树人要落地，就该从细、小、实上

下功夫。有了对立德树人的再思

考，我们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做

积极研究和行动落实。

坚持问题导向。查摆学生品

德、教师师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

层面的问题、现象及困惑，在学校不

同层面，开展座谈、走访、对话等研

究，学会用科学的方法，对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做出科学研判、动态

引导和行动研究。

聚焦核心素养。聚焦学生六个

维度（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

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的核心素养发展需要，结合校风、家

风、师风、学风要求,明确各学段育

人目标、内容、途径、方法、管理、评

价六个方面的要求，让学校德育工

作纵向衔接、横向贯通、分层递进、

螺旋上升。

落实课程要求。发挥课

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强化国

家课程体系中的德育渗透，

注重构建具有校本特色的德

育课程体系，以学生自我教

育、自主管理为主，积极开展

丰富多彩的团队活动，有效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上阅

读”“三爱三节”等主题教育

及实践活动。

推动集成创新。树立

“大教育观”“大德育观”，以

理想信念教育、安全文明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为重点，打

通“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

壁垒，集聚德育团队、社区志

愿者和公益社会组织的组合拳力

量，推进资源“互联网+”，方法“新思

维+”，加强战略式合作，推动协作式

创新。

完善大德育体系。坚持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未成年人的原

则，推进校园文化打造的新常态，构

建起课程育人、文化育人、活动育

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协同育人

的长效机制。

立德树人是永不竣工的工程，

教育研究的话题总是具有无穷的吸

引力和挑战性，在推进学校持续发

展、学生健康成长的过程中，我愿意

始终用“做好老师”的心态去创新，

用“做好学生”的谦卑去合作，用教

育家的情怀，让脑袋思考、让脚板研

究、让心胸容人，做一名“思想的实

践者”和“实践的思想者”。

从学生的随笔、大作文中我发现了这样

的问题：一部分学生写作文时不会有新的立

意，或不善于组织自己已有的材料，写出来

的文章或落入俗套，或离题万里。问及原

因，理由是他们很少有时间看书。而在语文

阅读篇目教学中，既满足了老师所讲阅读方

法的理解，也可以用作范文学习其写法。那

么，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学习呢？

一、向阅读学立意。所谓立意，就是指

寻找、挖掘文章的意蕴、灵魂的过程，立意重

在正确、新颖、集中。我在指导学生做记叙

文阅读题《思念一块月饼》的时候，第三至五

段写作者回忆35年前在扬州老家中秋节吃

月饼的故事，其中一个细节描写“我的月饼

吃完了，到处翻找母亲藏好的月饼，小心翼

翼取出来，掰开五分之一左右，然后包裹好

放回原处。那时我想要是母亲责怪起来，就

说是猫或者老鼠偷吃了”。读到此处，学生

们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我问学生们为什么

会发笑，其中一名学生举手回答：“和我的经

历太相似了。”借此机会，我启发学生：作者

是想表达对一块月饼的思念吗？你也说一

说自己偷吃的原因，经过，以及通过这件事，

表达对某人思念或感激。学生们都陷入了

自己童年趣事的回忆。我趁热打铁，布置学

生仿照《思念一块月饼》的立意和情感，写一

篇记叙文。收效很好。

二、向阅读学结构。结构是文章的“骨

架”，是谋篇布局的手段，也是运用材料反映

主题的方法。如阅读议论文《疫情面前，于

平凡中书写不平凡》，文章先总写了疫情发

生时，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在平凡中书写

不平凡；然后通过三个并列段“奋战在前诚

可贵、举手之劳见担当、点滴奉献显伟大”分

别举例论证中心论点；最后总写一笔，“正是

因为我们身边的平凡人，铸就了一道钢铁长

城”。我因势启迪学生，这是议论文中立论

文的一般写作方法：提出中心论点，一般通

过三个或三个以上分论点来论证中心论点，

最后总结深化主题。学生们直呼原来议论

文的写作也不是那么难。

三、向阅读学选材。在写作教学中，最

让人头疼的就是从生活的千万件事情中提

炼材料。哪些对表现文章主题有用的，哪些

对文章中心无用的？应当进行取舍。如在

《我的语文老师》一文的阅读中，文章主题是

开头提到的：这个女性是我心目中最高贵、

最美丽的女人。全文也选取了两件事作为

阐述老师“高贵、美丽”品质的材料：一件事

是她为我们阐释什么是语文；第二件事是教

我写作文，引导我成长。学生们明白了：只

有明确中心，紧紧围绕中心选取材料，才能

表现主题和情感，才能不偏题、不跑题。

四、向阅读学语言。锤炼语言是作文的

稍高境界，让读者产生心灵的共鸣和审美的

愉悦。阅读《你要学着自己强大》，据说每个

人每天都会和自己进行5000 次对话，其中

大多数是否定自己：我很差，我不行，我要等

等看，哦，算了……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对

自己说的第5001次话是——我已学会了自

己强大。此句可适用于自强、自信、突破、觉

醒等话题的引用，根据文章主题及情感，可

适当引用诗词用来充实文章内容，更是充当

事实论据有力论证中心论点。

五、向阅读学情感。作文最能打动人心

的就是情感上的共鸣，真实记叙，真情流露，

应该是对生活的提炼，是富有表现力和艺术

张力的。如阅读《走出青春迷茫》一文，学生

刚进入初三时，十分迷茫。班主任三次对学

生踢球进行没收，罚跑圈，细心教育，学生才

放弃足球，走出迷茫。最后回到主旨：班主

任的话语温暖了学生的内心，更照亮了学生

的心灵。全文表达了学生对班主任的理解

和感激之情。这也是一篇描写真实事件，真

情实感的文章。在平时的写作训练中，我重

点强调要善于观察生活，发现生活中的动情

点，特别是对自己成长有影响和启迪的人和

事，要及时有效地把它记下来，写到读书笔

记本上，养成有所想就有所写的好习惯，“我

手写我心”。

综上所述，这就是阅读的魅力，文字就

如同一个个会舞动的精灵，不仅能让读者感

受到审美的享受、心灵的撞击，更可以提升

自己的阅读水准和写作能力。利用阅读教

学为学生将来的写作积累一定的方法和经

验，相信会为学生的作文增色不少。

汝城县马桥镇外沙学校 李金

向阅读学写作
武冈市第十中学 邓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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