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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色彩归属于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语言,其所展现出来的影响力、直观性和表现力都非常强,而装
饰绘画艺术表现当中的色彩主要是基于写实色彩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在装饰绘画当中能够带给受
众各不相同的身心体验和感受,而且还能够更加直观的带给受众视觉上的冲击力。伴随着时代的快速发
展,人们对装饰绘画艺术当中的色彩理念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在这当中通过特殊的符号化或者是纯粹化
的表现特点最为明显,同时也充分展现出色彩独有的美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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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Color Aesthetics in the Art Expression of Decorative Painting
Chengze Wang
School of Design, Jilin Art College
[Abstract] Color belongs to a special artistic expression language, its influence, intuition and expression are very
strong, and the color of decorative painting art expression is mainly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realistic color, which
can bring the audience different physical and mental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and also can be more intuitive to the
audience visual imp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people have also made a great change in the
color concept of decorative painting art, in which the special symbolic or pure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most obvious, and it fully shows the uniqu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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