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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rk is a series of watercolor paintings by the author, consisted of three watercolor paintings of por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performance techniques and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creation of watercolor 
tool materials through The Pork and tells the possibility of exploring the performance techniques of watercolor 
painting through discussion and practice on watercolor materials. With the case analysis of watercolor painting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is paper explains and describes the watercolor material performance 
effect and performance techniques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levant research theory, so as to enrich the watercolor 
performance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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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豚肉散记》是笔者所创作的一件水彩组画作品。由三张画猪肉的水彩画构成，因豚是猪的别名，所

以最终起名《豚肉散记》。本文试图通过《豚肉散记》论述水彩工具材料的表现技法以及综合应用创

作。记录了通过大量的水彩材料实践探讨水彩画的表现技法可能性。通过绘制水彩画案例分析其中的

优缺点，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理论和实践对水彩材料表现效果和表现技法进行解释和描述，以达到能

丰富水彩画表现技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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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水彩颜料是一种可溶于水的材料，具有一种无光泽

的表面效果。笔者喜欢它的明亮度、直接性、色彩纯度

和清新感。水彩画的物质材料是构成绘画语言的基因，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说，画种的本体语言是由材

质决定的，而材质又决定了技法。所谓材质是指画家在

作画时对绘画材料的选择并由此造就出的视觉品质，它

是画家心灵与感觉的延伸，也是作品最终的表达形式。

在国外绘画大师的画册《席勒作品集》
【1】

和《萨金特画

集》
【2】

中,我们能看到许多优秀的水彩画作品，可以为

我们提供许多作画思路。在国内水彩大师的画册《王肇

民水彩画作品集》
【3】

和《喧嚣的结构：龙虎作品》
【4】

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技法，新材料，新观念的作品层

出不穷。这足以证明：画家的审美追求和思想观念需要

工具材料与表现技法做支撑，技法与材料在水彩画中已

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图在现有水彩画材料

中创作作品并展示不同水彩材料的特点以及表现技法，

并以笔者的水彩作品《豚肉散记》为例加以说明。如图

1 

 
图 1 豚肉散记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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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豚肉散记》创作灵感与构思 

2.1.《豚肉散记》缘起 

猪又名豕、豚。因饲养简易，又具有骨细筋少肉多

的特点，为日常食用肉最多的一种
【5】

。自 2019 年起猪

肉价格飞涨，也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关注，用水彩工具材

料来表现猪肉的想法应运而生。由此选择的对象为超市

的上架猪肉，是平头百姓所熟悉的对象，表现这样熟悉

的对象能更好的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产生更好的亲和力。

猪肉本身的形与色所形成的美感，使得笔者对对象充满

了强烈的绘画表现欲望。画一张还不足以表达笔者的全

部绘画感情，所以画了三张组成一件组画作品的样式。

这三张猪肉组画组合在一起，成一系列作品，互相联系

又各自独立，组合整体统一，基本表达了笔者的审美趣

味与情感。 

为了体现出一块不庸俗的肉的感觉，在形式上采用

对称式构图，这是一种能体现出严肃的、高贵的样式。

当然同时也要避免这种样式可能会带来的僵硬的、死板

的感觉，扬长避短方是上策。背景采用平涂的灰色来衬

托出肉的红与白。背景要画的特别干净才能体现出这种

感觉，哪怕是灰色也要灰的干净，为此笔者作了好几种

水彩工具材料的实验案例，后面将一进步论述这些案例

的效果。 

2.2.《豚肉散记》呈现的风格面貌 

《豚肉散记》总的风格还是偏向写实的，对象主体

基本形与色是按照客观对象忠实的描绘，背景不做具体

的刻画，但是平涂了灰底，以便更好的衬托出主体，为

了更好的衬托主体，背景给人的感觉必须是平整、厚实、

干净。这样整个画面干净利落，色彩鲜嫩。为了增加画

面的形式感，采用对称式的构图，签名亦采用中国传统

书画的签名方式，采用中国传统记年的方式落款年月和

署名，外加盖中国传统篆刻的印章，印章亦是笔者所刻

的篆刻章。 

3.《豚肉散记》水彩材料的选择与表现技法 

3.1.水彩工具材料的选择 

笔者手头的工具材料比较多样，下面分别作详细的

介绍。画水彩的水彩颜料就有三种，分别是国产合资的

温莎牌水彩颜料、日产的樱花牌水彩颜料以及法国进口

的温莎牌水彩颜料，另外还有画国画的马利牌国画颜料

和画水粉的马利牌水粉颜料。看画面需要都是可以用的。

马利牌国画颜料也可以画水彩画，但是等干了之后很难

清洗，不好修改，这是缺点也是优点。画水彩画肯定以

水彩颜料为主，但是也不会排除其他颜料的运用，以丰

富画面的表现力。 

纸张的选择笔者主要用 300 克的进口阿诗纸和 300

克的国产宝虹牌水彩纸。因价格差异巨大，而国产宝虹

纸又有不错的表现，这里所用的都是国产 300 克宝虹水

彩纸，这样也可以更好的体现出颜料的差异性，比较颜

料之间的特点也更加的公平。 

画笔的选择笔者之前都是选用扁平羊毫水彩笔，因

其市面上难以买到合意的水彩扁平头水彩笔。所以笔者

改用中国传统羊毫毛笔作为画水彩的主要工具，当然大

小可以多备几支，还有白描笔在勾线的时候也是不错的

选择。中国制的毛笔有非常丰富的表现力，笔者用起来

得心应手，另外再加扁平头水彩笔和羊毫刷子结合使用，

可以互补彼此的缺点。主体的刻画基本上都是用毛笔完

成的。羊毫刷子主要在平涂背景上用的较多。另外还值

得一提的是纸巾的运用，因其吸水性强，可以吸掉多余

的水分。也可以修形和提亮，在干的水彩画面涂上水，

然后用纸巾擦干，可以得到比较亮的的形状，在修形和

提亮上有不错的表现，也算是一种不错的修饰工具。如

图 2 

 
图 2  水彩画笔的选择 

3.2.水彩画的步骤技法 

水彩画的表现技法丰富多样，各家各派各不相同，

在这里介绍笔者所采用的方法和最终画面效果展示(如

图一），画水彩画刚开始起稿时，用的是 2B 铅笔起稿，

尽量少用橡皮檫，以免损伤纸面。定稿之后就是上色，

一般开始采用湿画法，先画猪肉的主体部分，完成之后

再来平涂背景。为了有晕染开的效果，一般在上色之前

会把纸打湿。 

首先，将画纸放平在桌面上，用毛笔或刷子在局部

或整张铺上水，也可以是颜色，根据画面需要而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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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需要注意的是要趁湿衔接，因刚开始画的时候水份

多，所以水份的控制尤为重要，控制不好容易跑形，或

者画面水份挥发过快不利于趁湿衔接，衔接不上再画就

会显得生硬，尤其是画比较大的画面，这一切都要控制

好。笔者很喜欢笔触在画面自然晕染开的效果，用了很

多的湿画法，如猪肉红白相间的红色都是趁湿画上去的，

阴影也是趁着平涂背景时水份未干画上去的，用这种方

法有意想不到的、有着很自然的晕染开来的效果，很符

合阴影的感觉。 

其次，等画面完全干了之后再来塑造形体，用笔要

轻松肯定，同时也要注意颜色，尽量一遍过，少涂抹，

以免反复涂抹把底色带上来。主体猪肉部分所用颜料是

法国产进口温莎颜料，色彩鲜艳，反复涂抹也不容易脏。

也很符合猪肉那种鲜嫩的感觉，有着不错的表现效果。

对于背景笔者想要一种平实的不抢眼的，很平整的效果。

为此背景的颜料采用的是樱花牌水彩颜料，樱花颜料颗

粒粗大，塑造主体是难言满意，但是拿来平涂背景时很

符合笔者的要求，给人以很平实的感觉，这种感觉正是

笔者所需要的。为此笔者还专门做过了研究实验，以比

较这几种颜料所产生的差异。为了达到平实的效果，采

用樱花颜料，需要放平画板，用大刷子平涂。纸张的背

面也可以喷些水，可以减缓画面干燥的速度，有助于画

面的衔接。 

再次，调整完成，主要是在于一些细小的地方要调

整的，如背景和主体之间的轮廓线往往会比较生硬，需

要进一步调整，让主体和背景更加自然协调。 

最后，落款签名就算完成了。至于落款笔者专门研

究了中国传统书法，按照中国传统书法的落款方式进行

落款，为作品增加亮点，每个细节都精益求精。至于印

章，笔者也为自己刻了几方篆刻章，但不是每张画都有

盖印。主要看创作时需要。 

3.3.不同水彩颜料画背景的比较 

红花还需绿叶配，初学者往往会更加注重主体的刻

画而忽略了背景的表现方式。背景的处理绝对不比主体

花的心思少，笔者为了画出心仪的背景可花了不少心思。

一个好的背景应该是不突出抢眼，而且能更加突出主体，

最后完成的画面效果给人感觉完整统一整体。为此必须

研究工具材料的表现技法，以便于画面有更好的表现力。

下面展示了五张不同牌子颜料背景的处理方式产生的

差异： 

 
图 3  国产温莎的效果 

图 3 这幅图背景部分采用了国产温莎的颜料，从画

面效果可知这种颜料作为初学者可用，但是对于专业画

家而言实难满意，画面显得沉闷不通透。也很难平涂的

均匀平整。本来主体刻画还算满意，背景破坏了画面的

整体感。 

 

 
图 4  樱花的效果 

图 4 这幅图用的是樱花水彩颜料平涂背景，是笔者

想要的平实效果，画面干净通透，也显得更加整体，《豚

肉散记》的背景全部采用樱花颜料平涂完成。但是樱花

颜料刻画主体则不是很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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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樱花加国产温莎的效果 

图 5 这幅图的背景是用了国产温莎先画了一遍，然

后再用樱花颜料叠第二遍。从图可知两种牌子的颜料混

在一起效果更是差，几乎结合了两者的缺点。 

 
图 6  进口温莎的效果 

图 6 这张用了法国进口温莎颜料，从图可知，法国

产的温莎颜料细腻，效果干净通透，刻画主体有着丰富

塑造与表现能力，但是少了点浑厚效果，并不是笔者想

要的平实感觉，所以没有采用。 

 
图 7  水粉颜料背景的效果 

图 7 这张是在图三的基础上，因对图三的背景不满

意，又重新用了马利牌水粉颜料平涂了背景，因水粉颜

料覆盖能力强，可以很好的把原先不满意的背景覆盖掉。

从图效果可知，马利牌水粉颜料可以涂的比较平整，缺

点是阴影的刻画会比较生硬，也会有种粉和不透气感，

但仍然比图三的效果要好，画面也更加干净整体。 

另外还有大量的实验图片由于篇幅的限制不能一

一都在这里论述，希望上述图片效果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4．结语 

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种颜料都有各自的特性，

要充分发挥出它们的优点，相对的就要避免它们的缺点，

才能表现出完美的画面。为此对所用的每种水彩颜料必

须熟悉，必须通过反复练习才能掌握它们的特点并灵活

自如的运用。需要注意的是不要为了技法而技法，只有

创作时所有的技法都恰如其分的运用到画面上并恰当

的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趣味，才是成功的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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