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类法语词汇

与艺术相关：

art contemporain    当代艺术
arts plastiques     造型艺术
arts appliqués     实用艺术
arts décoratifs     装饰艺术
arts médiatiques   媒体艺术
art céramique     陶瓷艺术
art textile et impression   纺织印染艺术
art conceptuel    观念艺术
art minimal     极简主义艺术
art brut     原生艺术
art happening    发生艺术
art féminin    女性主义艺术
archétype    原型，原稿，典型
abstraction（n.m)   抽象派艺术
abstrait(a.m)    【艺】抽象派的
constitutions tridimensionnelles  立体构成
cinéma audiovisuel    电影视听
esthétique     美学
esquisse(n,f)    草图,小样,雏形,素描
expressionnisme(n.m)   文学， 艺术）表现主义
expressionniste(a)   表现主义的
sculpture     雕塑
land art    大地艺术
tempera(n,f)    丹培拉画法,蛋彩画法
Procédé(n,m)    方法,手段,程序
référence(n,f)    参考,参照;引文,附注
lithographique    石印的  石印法的
impressionnisme

impressionnisme(n.m)   印象主义， 印象派
impressionniste(a)   印象主义的， 印象派的
cubiste(a.n)    立体派的（画家）
fauvisme(n.m)    野兽派[画派]

fauvisme(n.m)    [罕]野兽派画家
fauve(n.m)    浅黄褐色； 猛兽[指狮、虎、豹等]； 野兽派画家
notion(n.f)    概念、理念、思想、概念化
la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la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biennale de Venise   威尼斯双年展
une rétrospective de l'oeuvre  回顾展
les nouveaux fauves   新野兽派
néo-expressionnisme   新表现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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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réalisme(n.m)   超现实主义
surréaliste:a    超现实主义的；n，超现实主义者
inventivité（n.f）   创造性
chimérique（a）   空想的，幻想的
instinct（n.m）   本能、生性、天性
illusion(n.f)    幻象、幻觉、错觉、幻想、梦想、妄想
photomontage(n.m)   合成摄影
craquelure(n.f)    （油画、釉画、油漆的）碎裂花纹， 裂痕
calligraphie(n.f)   书法
stabilité(n.f)    稳定性， 稳定度;坚固性
fresque（n.f）   壁画
scénographie    舞台美术
poétique    诗意的
hypothèse    假设
performance    行为表演，行为艺术
Fluxus     激浪派
monochrome    单色画

与设计相关：

affiche     招贴、海报
architecture     建筑
architecture intérieure   室内建筑
communication visuelle   视觉传达
design graphique   图形设计、平面设计
design espace    空间设计
espaces de communication   空间传达 

stylisme de mode    服装设计
publicité     广告
packaging     包装
illustration     插图
histoire de l’art    艺术史
infographie    数码设计
symbole(n,m)    象征;符号,记号
composition(n,f)   组成,构成 ----essayer la composition diversement

colorer(v)    染色，着色
saturation(n,f)    饱和,饱和度----arriver à saturation 达到饱和
nuance(n,f)    色调,深浅浓淡的程度
biseau(n,m)    斜棱,斜边,斜面
diamètre    直径 

triangle(n.m)    三角形
triangulaire(a)    三角形的， 三角的
paléolithique(n.m/a)   旧石器时代（的）
parallèle(a)    平行的； 相似的
géométrique(a)   几何的， 几何学的;似几何图形的， 整齐匀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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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éométrie(n.f)    几何学
déformation(n.f)   变形； 畸变； 畸形 2歪曲， 曲解
multimedia    多媒体
design interactif    交互设计

材料工具：

gouache    水粉颜料
acrylique    丙烯颜料
aquarelle    水彩颜料
les peintures a l'huile   油画颜料
l'aquarelle    水彩画颜料
les pastels    蜡笔
pastels a l'huile    油画棒
la gouache    广告颜料
le carnet a croquis   素描薄
le crayon    铅笔
le fusain    炭笔
la collage    拼贴    

l'origami     折纸
la poterie    陶艺
la gravure    版画
brosse(n,f)    刷子,毛刷
eau de javel    漂白水
plume(n,f)    羽毛,羽笔----plume d'oie

colle(n,f)    胶,胶水,糨糊
enduit(n,m)    涂料,涂层,覆盖层
fusain(n,m)    画图木炭条 ----crayon fusain 炭笔
tube(n,m)    管,筒, ---un tube de peinture 

le chevalet    画架
la toile     画布
le pinceau    画笔
la palette     调色板
essence    精油 香精/汽油 轻汽油
térébenthine    松脂
nettoyant     洗涤剂 去污剂
pinceau     排笔 画笔 刷子
medium    (颜料)溶解液 溶剂
lin     亚麻
plaque     板、片-----plaque de zinc  锌板-----plaque de cuivre 铜版
pate      颜料  色彩(膏状物)

séchage    干燥
pate de séchage   干燥剂
diluant,e    稀释剂 冲淡剂  

spatule     刮刀  抹刀 刮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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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leau     磙子 筒形物 滚筒
taille-douce    铜版 铜版画 铜版雕刻法
cuir     皮革
caoutchouc    橡胶  橡胶制品
craie     粉笔
agrafeuse    装订机  订书机
racloir     刮板 刮条 (丝网用品)    ----racloir manuel

gant     手套
lithopone(n.m)   立德粉
châssis(n.m)    框, 框子; 画布框
contreplaqué(n.m)   胶合板
marteau(n.m)    锤子 榔头
Semence(n.f)    大头钉 平头钉
papier de verre   砂纸
papier abrasif à l'eau  水砂纸
encadrement(n.m)   装框、镶框、框架
calcaire（a）    石灰质的，钙质的；（n.m)石灰石 石灰岩

形容词：

flou,e(a)    朦胧柔和的;模糊不清的;   (n)朦胧 模糊
net(a)(与flou相反)   清楚的,清晰的,分明的
mat,e(a)    亚光的,无光泽的,晦暗的
transparent,e(a)   透明的 (形容水彩)

superficiel,le(a)   表面的,浅表的;肤浅的,浅薄的;

brillant,e(a)    发光的,发亮的 (形容丙烯等)

synthetique(a)    综合的  概括的----les peintures synthetiques

moite(a)    潮湿的;微湿的 ----couleur moite

teinté,e(a)    着上浅色的,略带颜色的
épais,se(a)    厚的,浓密的,稠密的
absorbant,e(a)    有吸收能力的
liquide(a)    液态的,液体的;稀薄的
artificiel    人工的   人造的
subversif,ve,(a)   颠覆性的， 破坏性的
visuel,le(a)    视觉的、视力的、直观的
abstait,e(a)    抽象的，抽象派的

动词：

effacer(v)    擦去,刮去,揩去;使模糊,使消失
purifier(V)    精制 提炼 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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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ire(v)    使抽象化
encadrer（v)    装以框子， 镶以框子
craqueler(v)    使成碎裂花纹
masser(v)    聚集、 集结；堆积； [绘画]集中布局
lisser(v)    使光滑、使平滑、磨光、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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