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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电脑绘画 



项目名称 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 
（含中职） 

电脑绘画 ● ● 

电脑绘画（“和教育”专项） ● ● 

电脑动画 ● ● 

电脑动画（“和教育”手机动漫） ● ● 

微视频 ● 

电脑艺术设计（符号标志） ● 

电子板报 ● 

3D 创意设计 ● ● 

电脑绘画 

项目设置 



电脑绘画 

指南解读 

• 电脑绘画 

本年度主题为：小康·中国梦。 

运用各类绘画软件制作完成的作品。可以是主题性单幅画或表达同一主题的组画、 

连环画（建议不超过五幅）。创作的视觉形象可以是二维的或三维的，可以选择 

写实、变形或抽象的表达方式。 

作品格式为 JPG、BMP 等常用格式，大小建议不超过 20MB。 

注意：单纯的数字摄影画面不属于此项目范围。 

绘画与艺术设计/2018王友鹏《和谐号驶进幸福寨》.jpg


     

周小蕙同学：我想通过这幅画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幸福感，每天背着书包上学，看着这一

幕幕，人们忙碌而幸福着，这是多么幸福的时代啊！希望我们青少年这一代，好好珍惜这

和谐的社会，好好学习，回报社会。 

电脑绘画 



     

电脑绘画必须具备一般绘画的共同特点：利用形象、构图和色彩诠释思想和感受。 

电脑绘画 



     

绘画主题——小康·中国梦 

电脑绘画 



     

 每到秋天我便回到江永乡下的老家和小伙伴们在爷爷的种下的香柚林里一起爬柚子树、

摘柚子、吃柚子、在柚林里玩耍是我们最开心的事了。我要将这些画面永远保存在我的记

忆里…… 

电脑绘画 



电脑绘画 



电脑绘画 

    我爱音乐爱唱歌，欢乐的节奏让我快乐无比，我喜欢各种乐器，
动感十足的打击声让我忘乎所以。我觉得画画就像有节奏的音乐。 
    用绘图工具描线上色，在老师的指点下我利用了油画棒直接画色，
我最得意的是我把音乐和画画一起结合起来。 
 



电脑绘画 

• 运用写实手法 

• 运用卡通画语言 

• 运用写意的方式 

• 运用装饰画风格 

• 运用抽象的艺术语言 

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 



电脑绘画 

绘画与艺术设计/国画.pptx
绘画与艺术设计/铅笔素描.pptx
绘画与艺术设计/在银色月光下/《在银色的月光下》组画.jpg
绘画与艺术设计/超现实主义画像.pptx
绘画与艺术设计/鸡趣图.pptx
绘画与艺术设计/2019361401010170我的同学/我的同学.jpg
绘画与艺术设计/和教育：新朋友.JPEG
绘画与艺术设计/丰收.bmp


电脑绘画 

电脑绘画作品应充满童真、童趣 



电脑绘画 

    我的爸爸是个勤劳朴实的修车工，检修有小故障的车他都不要钱，遇到有困难的人他也给
予热情的帮助，像个“活雷锋”。但爸爸太忙，早出晚归，陪我们的时间很少，小时候我特别
不理解这样的爸爸。后来我大了，听着爸爸生涩的琴声，望着爸爸的锦旗就忽然懂事了，我告
诉爸爸要以他为榜样，爸爸听了很担心，说他自己已经是个“大老粗”了，不让我走他的后路，
让我好好学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爱我的“大老粗”爸爸，我仍然要以他为榜样。 

绘画与艺术设计/我的爸爸


电脑绘画 

绘画与艺术设计/我的爸爸/我的爸爸1.jpg


电脑绘画 

    我的平凡父母  

    我的超人父母 



电脑绘画（“和教育”专项） 

指南解读 

• 电脑绘画（“和教育”专项） 

本年度主题为：基于 5G 网络和移动互联网，使用“和教育”移动学习平台的家庭 

教育、教学学习场景。（ 相关信息请见网站http://edu.10086.cn/educloud/）。 

作品格式为 JPG、BMP 等常用格式，作品大小建议不超过 5MB。 

注意：单纯的数字摄影画面不属于此项目范围。 

绘画与艺术设计/2-10022188/f4637533-f19c-4f08-a869-f101b39db995.JPEG


电脑绘画（“和教育”专项） 

绘画与艺术设计/和教育2.pptx
绘画与艺术设计/和教育3.pptx
绘画与艺术设计/和教育1.pptx


电脑绘画（“和教育”专项） 



电脑绘画（“和教育”专项） 



电脑绘画（艺术拓展） 

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 苏珊·朗格 

 

毕加索 《格尔尼卡》 



电脑绘画（艺术拓展） 

我是个孩子时就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 

但我却花了终生的时间去学习如何画得像孩子一样。   —— 毕加索 

毕加索 《梦》 毕加索 《两个小孩》 



电脑绘画（艺术拓展） 

据我所知，我是第一个从画框出发进行创作、而不是将自己限制在画框当中的人。                  

                                                                                                  —— 蒙德里安 

蒙德里安 

《百老汇爵士乐》 



电脑绘画（艺术拓展） 

艺术到高峰时是相通的，不分东方与西方， 

好比爬山，东面和西面风光不同，在山顶相遇了。   —— 吴冠中 

• 形：点、线、面 

• 色：冷暖、对比与和谐 

• 韵：精气神 

 

 

  吴冠中 

《烟雨江南》 



电脑绘画（艺术拓展） 

岩画 



电脑绘画（艺术拓展） 

版画 



PART 2 

电子板报 



项目名称 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 
（含中职） 

电脑绘画 ● ● 

电脑绘画（“和教育”专项） ● ● 

电脑动画 ●    ● 

电脑动画（“和教育”手机动漫） ●    ● 

微视频    ● 

电脑艺术设计（符号标志）    ● 

电子板报 ● 

3D 创意设计 ● ● 

电子板报 

项目设置 



电子板报 

指南解读 

        本年度主题为：班级或校园生活、中华传统文化、德育教育、健康教育等均可。 

        运用文字、绘画、图形、图像等素材和相应的处理软件创作的适用于电子屏幕 

展示的电子板报或电子墙报作品。设计要素包括报头、标题、版面设计、文字编排、 

美术字、插图和题花、尾花、花边等部分，一般不超过 4 个版面。以文字表达为主， 

辅之适当的图片、视频或动画；主要内容应为原创，通过网上下载或其他渠道搜集、 

经作者加工整理的内容，不属于原创范畴。 

        推荐作品（含其中链接的所有独立文件）大小建议不超过 50MB。  



电子板报 

电子板报/3-20173201026026航模小组在行动/航模小组在行动.doc
电子板报/9-20162001033713古今美食-腊味/20162001033713/小学组_电子板报_黄圃镇_新沙小学_《古今美食-腊味》/古今美食-腊味.pptx
板报与网页/2019360B01020143：探秘纸世界/探秘纸世界.pdf
板报与网页/2019361301020100：成长的小脚印/成长的小脚印最终.doc
电子板报/2018271601020135：好玩的鸡蛋/好玩的鸡蛋.pdf
板报与网页/1.陶笛乐园201420152978
电子板报/11-20162001033719DIY手工坊/20162001033719/电子板报-diy手工坊-朱殷乐 钟常华-石湾一小(送全国)/DIY手工坊.ppt


电子板报 

5.电子板报/龙娃小报/创作说明.docx


电子板报 

5.电子板报/龙娃小报/创作说明.docx


电子板报 

5.电子板报/民间游戏进校园  传统文化现新颜/民间游戏进校园  传统文化现新颜.ppt


电子板报 



电子板报 

5.电子板报/小星火创客营/小星火创客营.ppt


电子板报 

5.电子板报/有爱无碍 和谐校园/有爱无碍 和谐校园.ppt


PART 3 

艺术设计 



项目名称 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 
（含中职） 

电脑绘画 ● ● 

电脑绘画（“和教育”专项） ● ● 

电脑动画 ●    ● 

电脑动画（“和教育”手机动漫） ●    ● 

微视频    ● 

电脑艺术设计（符号标志）    ● 

电子板报 ● 

3D 创意设计 ● ● 

项目设置 

电脑艺术设计（符号标志） 



指南解读 

 本年度主题为：我为活动添风采。 

 电脑制作活动已连续举办二十届，基于活动一直秉承的“实践、探索、创新”的

主题，设计“实践”、“探索”、“创新”纪念徽章（可选择其一进行设计，也可设计多

个）。 

 需通过电脑设计制作，运用图形、图像处理软件完成。作品应强调对艺术设计中

图形、文字、色彩三大基本元素的综合表现能力。以形象、文字或形象与文字综合构

成一个简洁、具体可见的图形来展现事物对象的性质、精神、内容、理念、特征等。 

 符号标志设计力求创意突出，形式美观，信息传达准确，大众喜欢。 

 推荐作品格式为 JPG、BMP 等常用格式，大小建议不超过 20MB。 

       注意：单纯的电脑绘画、摄影和动态的视频等不属于此项目范围。 

电脑艺术设计（符号标志） 



电脑艺术设计（符号标志） 

这是什么? 

泥封——商标的雏形 



电脑艺术设计（符号标志） 

公共标志 文化标志 商标 

运动体育标志 政府团体机构 
        标志 



电脑艺术设计（符号标志） 

图形 色彩 

文字 编排 



电脑艺术设计（符号标志） 



电脑艺术设计（符号标志） 

三原色：红黄蓝   三间色：橙绿紫 
             复色：原色+间色 
 

互补色—— 
对比强烈 
冷暖 

非彩色：黑、白、灰 

色彩三要素： 
色相 
明度 
纯度/饱和度 
 

色彩 



电脑艺术设计（符号标志） 

180度 
为强烈比色 



电脑艺术设计（符号标志） 

2014年巴西世界杯 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13年伦敦奥运会 



PART 4 

活动建议 



活动建议 

抄袭 &雷同 杜绝 



活动建议 

初稿 修改后 



活动建议 

 

 

 

 

 

 

 

 

从生活中发现故事 

表现形式独具匠心 

选题内容传播正能量 

画面能够感动观众 



奥古斯特·罗丹 

世界上并不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THANKS 
主讲人：赵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