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美术史重要知识点

原始

仰韶文化：

半坡 人面鱼纹彩陶盆

庙底沟 花瓣纹彩陶盆

鹳鱼石斧彩陶缸

马家窑文化：

尖底漩涡纹彩陶瓶

龙山文化

镂空蛋壳黑陶杯

红山文化

碧玉龙

良渚文化

玉琮—祭地

玉璧—祭天

先秦

青铜器

分类：礼、乐、兵、车马及其它工具

商：造型庄重 司母戊鼎 四羊方尊

西周：铭文加长 毛公鼎—铭文最多（497 字）

春秋：“大变革时代特点” 错金新工艺 莲鹤方壶

战国：曾侯乙编钟 采桑宴乐攻战纹壶

帛画

“旌幡性质，引魂升天”

人物龙凤图

人物御龙图

秦汉

雕塑

青铜雕塑：秦代—铜车马

西汉—长信宫灯（虹吸原理）

东汉—马踏飞燕

石雕：西汉—霍去病墓石雕群—马踏匈奴（循石造型）

东汉—李冰石像

陶塑：秦代—秦始皇陵兵马俑

东汉—击鼓说唱俑（夸张写实、诙谐幽默）

画像石、画像砖

画像砖模塑方法：拍印法

模印法

建筑：秦—阿房宫

汉—未央宫

瓦当：四神瓦当—青龙（东）

白虎（西）

朱雀（南）

玄武（北）

帛画：“T”字形非衣帛画

引魂升天

年代 人物 山水 花鸟 雕塑及其他

魏晋

南北朝

曹不兴 “落墨为蝇”

六朝三杰：顾恺之（密体·画绝、才绝、痴绝）《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烈女仁智图》 陆探微（秀骨清像 密体） 张僧繇（疏体）

曹仲达：曹衣出水、疏体

绘画理论：顾恺之：《画论》《画云台山记》

谢赫：《古画品录》——“谢赫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

宗炳：《画山水序》

王微：《叙画》

隋 青绿山水：展子虔《游春图》最早 唐代雕塑家：



的卷轴山水画 杨惠之（雕圣）

宋法智

唐代陵墓石雕：

昭陵六骏

乾陵石刻

唐三彩：

低温釉，白、黄、绿唐

初：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步辇图》

盛：吴道子“画圣” 《送子天王图》

“吴带当风”“白画”“吴装”

张萱 《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

周昉《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

晚：孙位 《高逸图》

青绿山水：“大小李将军”

李思训《江帆楼阁图》

李昭道《春山行旅图》

《明皇幸蜀图》

水墨山水：

王维：（南宗画派鼻祖）“破墨”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鞍马题材：

马：曹霸

韩幹《牧马图》《照夜白图》

牛：韩滉《五牛图》“镇国之宝”

戴蒿《斗牛图》

花鸟：薛稷（鹤）

边鸾 (花鸟画祖师)

画论：

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现存最早的一部绘画著录。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完整的关于绘画艺术的通史。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是一部以分品列传体编写的断代画史。

张璪著有《绘境》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对中国画论有深远影响。

五

代

南唐：

周文矩《重屏会棋图》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北（重峦峻岭）：荆浩：《匡庐图》

《笔法记》“六要”：气韵思景笔墨

关仝：《关山行旅图》《山溪待渡图》

南（秀丽风光）：

董源：披麻皴、点子皴

《潇湘图》《夏山图》（水墨）

《农宿郊民图》（披麻 青绿）

巨然：《万壑松风图》《层峦丛树图》

徐黄异体（黄家富贵、徐熙野逸）：

徐熙（名贵花鸟、双钩填彩、设色

鲜明富丽）

黄荃（民间野花、用墨兼勾带染“落

墨花”）

北宋（宗教人物）：

武宗元（师从吴道子）

《朝元仙仗图》

白描：李公麟《五马图》“白描”

南宋（减笔人物）：

梁楷《泼墨仙人图》

北宋三家：

李成《寒林平野图》《读碑窠石

图》

郭熙（高深平远）《早春图》

范宽（雨点皴）《溪山行旅图》

北宋米氏云山 米芾、米友仁

宋徽宗赵佶：工整细致绚丽重写实

《芙蓉锦鸡图》

《红蓼白鹅图》

崔白：《双喜图》

文人：文同（竹）《墨竹图》

书法“北宋四家”：

苏轼、黄庭坚、米芾、蔡

襄（“苏黄米蔡”）

宋瓷： 官 定 汝 哥 钧



宋 《李白行吟图》

风俗画：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南宋四家：

李唐：大斧劈皴

《万壑松风图》《清溪鱼隐图》

刘松年：《四景山水》

夏圭：（一角构图）《溪山清远图》

马远：（半边取景）《踏歌图》

北宋青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赵孟坚（梅）

郑思肖（无根兰）

《林泉高致》是郭熙山水画创作的一篇经验总结，是由其子郭思整理而成的，标志着山水画理论己经进入成熟阶段。

“高远”、“深远”、“平远”的“三远”透视法

元

王绎《写像秘诀》

钱选《秋江待渡图》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

元四家：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倪瓒 《渔庄秋霁图》

吴镇 《渔父图》

王蒙《青卞隐居图》

高克恭：少数民族画家（回族）

王冕《墨梅图》

柯九思《双竹图》

壁画：

永乐宫《朝元图》

明

南陈北崔：

陈洪绶《仕女图》

崔子忠《云中玉女图》

曾鲸（波臣派）：《张卿子像》

浙派： 吴伟 戴进

明四家：唐寅《孟蜀宫妓图》

仇英（重彩工笔）

沈周

文征明

“青藤白阳”：陈淳《秋葵图》

徐渭《墨葡萄图》

边文进《竹鹤图》

林良 《雄鹰八哥图》

吕纪 《桂菊山禽图》工笔重彩

明代版画：

徽派版画《水浒叶子》

明代年画：

杨柳青（天津）：雅丽

桃花坞（苏州)：写实

杨家埠（山东潍县）：质朴

董其昌《南北宗论》主张作画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青卞图》、《江山秋霁图》。

“清初四王”：

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

“清四僧”：

髡残

朱耷《荷鸭图》

恽寿平（没骨法）

“扬州八怪”：郑燮（竹）

李鳝、金农（竹）、黄慎（人物主山

水花鸟次）、汪士慎（梅）、高翔（梅

山水肖像）、李方膺（四君子 晚年 “泥人张”



清 郎世宁 弘仁《黄海松石图》

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

金陵八家：龚贤

“白龚”《木叶淡黄图》

“黑龚”《夏山过雨图》

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

胡慥、谢荪等

梅）、罗聘（壁画） 创始人—张长林

近

代

绘

画

“海派”：虚谷、任伯年、吴昌硕：用色大胆、创新

“三任”：任颐、任熊、任熏

赵之谦、吴昌硕：金石书法融入绘画

岭南画派：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主张创新，以岭南特有景物丰富题材；主张写实，引入西洋画派；博取诸家之长）

北京画家群：齐白石：“似与不似之间”《十里蛙声出山泉》、《群虾》

江浙画派：黄宾虹“黑、密、厚、重”

张大千“东方之笔”（泼彩）

近

代

画

家

徐悲鸿：借古喻今，寄托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情怀，作品《奔马》《八骏图》《逆风》《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现代美术教育体制

开创者之一，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

李叔同：早期西画、中国油画第一人

林风眠：“中西融合”《笛》、《裸女》

刘海粟：“艺术叛徒”

颜文樑：以“提倡画术、互相策励、仅资浏览、不加评判”为宗旨 《厨房》—第一幅国人画的西画在国际上获奖

出

版

物

石印画报：《点石斋画报》（1884） 吴友如 政治事件和社会新闻

月份牌画：（19c 末 20c 初）上海商品广告画 单线平涂

最早画的苏州人——周暮桥（《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撰稿人）

郑曼陀：奠定了擦笔画+水彩画 、时装美女做月份牌

讽刺画：1908 年《戊申全年画报》（未署名）

1909-1911 年《民呼》《民吁》《民立》张聿光画漫画（毛笔勾勒 单线塑形 便于制版印刷）

1925 年《文学周报》丰子恺（“漫画名称”）“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你给我削瓜 我给你打扇》《会议》《我的儿子》

张乐平《三毛流浪记》“三毛之父”

华君武《磨好刀再杀》



外国美术史重要知识点

原始美术

旧石器时代——洞窟壁画：法国的拉斯科洞窟《大牡牛》（史前卢浮宫）、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受伤的

野牛》（史前西斯廷）

中石器时代的美术：拉文特岩画,表现人类活动的情节性绘画

新石器时代的美术：巨石建筑，英格兰“斯通亨治”是典型的代表

古代两河流域美术

苏美尔---阿卡德美术：雕刻《萨尔贡王青铜头像》《纳拉姆辛浮雕石板》

古巴比伦美术：《汉谟拉比法典碑》体现了君权神授的观点

亚述美术：建筑，萨尔贡二世宫殿；浮雕《人首翼牛像》《受伤的狮子》

古代埃及美术

古王国美术：浮雕《纳美尔石板》、《拉蒙霍特普夫妇像》、《老村长像》、《书吏凯伊》。

雕刻程式（正面律）：1.姿势必须保持直立，双臂紧靠躯体，正面直对观众；2.根据人物地位的尊卑决定比例

的大小；3.人物着重刻画头部，其他部位非常简略；4.面部轮廓写实，又有理想化的修饰，表情庄严，感情表

现很少；5.雕像着色，眼睛描黑，有的眼睛用水晶、石英等材料镶嵌，以达到逼真的效果

中王国美术：方尖碑

新王国美术：卢克索神庙和卡纳克神庙

古代希腊美术

荷马时期：“几何纹样时期”

古风时期：瓶画：①黑绘风格（代表作《阿喀琉斯与埃阿斯玩骰子》）；②红绘风格；③东方风格

希腊神庙建筑典型形式：围柱式（多利克式、爱奥尼亚式、科林斯式）

古典时期：米隆《掷铁饼者》

菲狄亚斯 帕特农神庙、《命运三女神》

波留克列特斯，《法则》提出头与人体之比为 1：7

普拉克西特列斯《赫尔墨斯与小酒神》

希腊化时期：《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米洛斯的阿芙罗底德》、《拉奥孔》

古代罗马美术
建筑：万神庙、科洛西姆竞技场、君士坦丁凯旋门、图拉真纪念柱

雕塑：《奥古斯都像》《马尔克·奥利略雕像》



欧洲中世纪美术

拜占庭美术：穹顶结构：圣索菲亚大教堂

罗马式美术：意大利比萨大教堂

哥特式美术：法国巴黎圣母院、法国的夏特尔教堂、米兰大教堂、德国科隆大教堂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

美术）

初期：乔托（佛罗伦萨画派的创始人）《逃亡埃及》、《犹大之吻》、《哀悼基督》

早期：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雕塑家多纳太罗、画家马萨乔《出／失乐园》、《纳税钱》

波提切利（佛罗伦萨画派最后一位大师）《维纳斯的诞生》、《春》

盛期：达·芬奇《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岩间圣母》

米开朗基罗《大卫》《创世记》《摩西》《最后的审判》

拉斐尔《雅典学院》《西斯廷圣母》《椅中圣母》

威尼斯画派：乔万尼·贝利尼 乔尔乔内《沉睡的维纳斯》《田园合奏》

提香《天上与人间的爱》《乌尔比诺的维纳斯》《花神》

（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

美术）

扬·凡·艾克：“油画之父”《根特祭坛画》《阿尔诺芬尼夫妇像》

勃鲁盖尔（欧洲绘画史第一个农民画家）：《农民婚礼》《农民舞蹈》《雪中猎人》

（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美

术）版画

丢勒（欧洲历史第一位版画家）：铜版画《启示录》《伟大的命运》《亚当与夏娃》、《骑士、死神和魔鬼》、油画《四

使徒》

荷尔拜因：第一个到英国王室成为英国国王的宫廷画家

17、18 世纪欧洲美术（意

大利美术）

意大利学院派美术：波伦亚学院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卡拉契兄弟

现实主义画派：卡拉瓦乔《圣母升天》、《召唤圣马太》、《基督的下葬》、《多疑的多玛》

巴洛克艺术：雕塑家贝尼尼《大卫》《阿波罗与达芙妮》《圣德列萨的祭坛》

17 世纪（荷兰美术）

哈尔斯（微笑画家）：单人《吉卜赛女郎》、团体《圣乔治射击手连军官的宴会》

伦勃朗（画自画像最多的画家）：油画《杜普教授的解剖课》《夜巡》

铜版画《三棵树》《基督救治病人》

维米尔（风俗画家）：《倒牛奶的女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窗前读信的少女》《花边女工》

荷兰小画派：1.作品的画幅比较小，适宜于市民阶层悬挂室内以装饰居室之用

2.不表现重大的社会题材，特别注重对生活细节的描绘，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

维米尔绘画艺术特色：作品流露出清新、恬静的诗意；不以情节引人入胜，也不描述过多的生活细节，而是以一



种抒情情调给人美的享受。画面生动传神，充满宁静、安适的生活气息

荷兰风景画的艺术成就：雷斯达尔《急流》《有瞭望塔的瀑布景色》《埃克河边的磨坊》《犹太人的墓地》、霍贝玛

《林荫道》

17、18 世纪（西班牙

美术）

委拉斯贵支（“真理画家”）：《卖水的人》《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纺织女工》《宫娥》

戈雅（欧洲浪漫主义美术先驱）：《查理四世家人像》《穿衣的玛哈》《裸体的玛哈》

《1808 年 5 月 3 日夜枪杀起义者》、铜版画《奇想曲》

17、18 世纪（法国美术）

洛可可艺术：

华多《舟发西苔岛》《热尔桑画店》

布歇《沐浴的狄安娜》《蓬帕杜夫人肖像》

弗拉戈纳尔《秋千》

19 世纪欧洲及美国美术（法

国新古典主义美术）

新古典主义：

达维特《荷加斯三兄弟的宣誓》《萨宾妇女》《马拉之死》

安格尔《大宫女》《泉》《土耳其浴室》、《瓦平松浴女》

法国浪漫主义美术

法国浪漫主义艺术：

席里柯《梅杜萨之筏》

德拉克洛瓦《但丁之舟》《希奥岛的屠杀》《自由领导人民》

吕德《马赛曲》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美术

巴比松画派:“面对自然，对景写生”

柯罗《蒙特芳丹的回忆》

米勒《拾穗者》《晚钟》《播种者》

杜比尼：“画水的贝多芬”

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和

后印象主义美术

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美术的不同点

印象主义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以创新的姿态登上法国画坛，其锋芒是反对古典画派和沉湎在中世纪骑士文学而

陷入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在 19 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光学理论和实践的启发下，注重在绘画中对外光的研

究和表现。代表人物德加《舞台上的舞女》《舞蹈教室》，莫奈《印象·日出》《睡莲》，马奈《奥林匹亚》。

新印象主义试图用光学科学的试验原理来指导艺术实践，根据色彩分割的理论作画，也被称为“分割主义”；也

因为在具体敷色是用点彩的方法，又被称作“点彩派”。发起人修拉《大碗岛星期天的下午》

后印象主义一词是在本世纪 20 年代之后才被普遍使用，它被用来泛指印象主义之后在观念上与印象主义相左的

艺术潮流。代表人物塞尚《玩纸牌者》;高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梵高《向日葵》。



美术理论知识与常识

（19 世纪德国美术） 门采尔：1875 年《轧铁工厂》反映工业革命

（18、19 世纪英国美术）

威廉·荷加斯：“英国绘画之父”，《时髦婚姻》

雷诺兹：英国皇家美术院的首任院长

庚斯博罗：《蓝衣少年》

英国风景画家：康斯太勃尔《干草车》 透纳《战斗的泰梅莱尔号》《雨·蒸汽·速度》《海上风暴》

（19 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美

术）

巡回展览画派：

克拉姆斯柯依（巡回画派的组织者和思想领导）：《旷野中的基督》《无名女郎像》

列宾（成就最大的人）《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伊凡雷帝杀子》

苏里科夫（历史画家）《禁卫军临刑前的早上》《女贵族莫洛卓娃》《缅希柯夫在别留佐夫村》

风景画家：希什金、列维坦（确立“情绪风景”画的画家）《弗拉基米尔大道》《墓地上空》

20 世纪美术

（西方现代美术）

野兽主义：1905 年巴黎秋季沙龙；注重发挥纯色的作用，强调色彩的表现力。

马蒂斯《红色的和谐》《舞蹈》

立体主义：追求几何形体美，追求形式的排列组合产生的美感。现代艺术的分水岭。

毕加索《亚维农少女》《格尔尼卡》

布拉克《埃斯塔克之屋》

表现主义：主要活动基地在德国；反对机械地摹仿客观现实，而主张表现精神的美和传达内在的信息，强调艺术

语言的表现力和形式的重要性。

蒙克《呐喊》《青春期》《病孩》

康定斯基抽象主义理论著作《论艺术的精神》《关于形式的问题》《论具体艺术》《点、线、面》。

达达主义：20 世纪初，具有批判传统道德观念和美学观念的因素，抛弃了其他流派在美学上和艺术语言上的追

求，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抗社会现实和现存的价值观。

杜尚《泉》《带胡须的蒙娜丽莎》

超现实主义：深受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影响，这种不受理性和道德观念束缚得美学观念，促使艺术家们用不同

手法来表现原始冲动，促使自由意象的释放。

达利《内战的预感》、《永恒的记忆》

米罗《人投鸟一石子》

波普艺术：安迪·沃霍尔《玛丽莲·梦露》（丝网版画）



素描

点、线、面

三大面：亮面、灰面、暗面 五大调：亮面、灰面、明暗交接线、反光、投影

视觉感受：质感、量感、空间感、体积感

透视：几何透视（平行／一点透视；成角／二点透视；斜线透视／三点透视；曲线透视）、空气透视、色彩透视

构图原则：多样与统一；均衡与对称；对比与和谐

结构比例

站七坐五蹲三 一竖、二横、三体积、四肢

三庭五眼：发际线—眉弓—鼻底—下巴

人相“八格”；申、甲、由、田、国、目、用、风

色彩

固有色：指物体在正常日光照射下所呈现出固有的颜色

光源色：指某种光线（太阳光、月光、灯光、蜡烛等）照射到物体后所产生的色彩变化

环境色：物体表面收到光照后，除吸收一定的光以外，也能反射到周围的物体上

原色：红、黄、蓝

间色：橙、绿、紫

色彩三要素：色相、纯度、明度

设计

图案：单独纹样—对称式（绝对对称、相对对称）均衡式

适合纹样

连续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

构成：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

美术字：宋体、黑体、变体

电脑设计：Photoshop（PSD 图层）；AutoCAD；3DMax；Ai；CorelDRAW；DW；Flash（gif）；PM（排版）；MAYA

动画设计：二维动画、三维动画

平面设计：包装设计；标志设计；广告设计

环境设计：室内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

画种基础

中国画：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笔法：勾、皴、点、染 墨法：破、泼、积

五笔：平留圆重变；七墨：浓淡泼破焦宿渍；五墨：浓淡干湿黑白；六彩：浓淡干湿黑白

按内容分：人物、山水（水墨、浅绛、青绿）、花鸟

按技法分：工笔、写意

油画：技法-透明覆色法、不透明覆色法、不透明一次着色法

版画：特性-印痕、复数性、间接性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现存我国最早的版画 鲁迅倡导“新木刻”运动

水彩画：干画法、湿画法

民间美术：剪纸（阳刻、阴刻、阴阳刻／刀味纸感）皮影（发源陕西／刀雕彩绘）

卡通画：讽刺、机智、幽默



书法篆刻

篆：大篆-甲骨文（现存中国最古文字）、金文、石刻纹、籀文 代表人物：史籀

小篆-秦篆 代表人物：李斯

隶：隶变—汉字发展里程碑 《石门颂》—“神品” 代表人物：蔡邕

草：“颠张狂素”——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自叙帖》《食龟帖》）

行：“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

楷：正书、真书（钟繇所创）

四大楷书家：欧阳修、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

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

赵佶——瘦金书

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 迄今为止我国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民间学术团体

建筑

宗教建筑：基督教建筑、伊斯兰建筑、佛教建筑

古塔：楼阁式塔、密檐式塔、亭台式塔、覆钵式塔、金刚宝座式塔

少数民族建筑：吊脚楼、蒙古包、竹楼、蒙古包

中西方建筑差异：建筑材料不同；布局不同；造型不同

摄影摄像

快门速度 30-1/8000 秒

光圈 1f／1.0-1f／64 F（后面的数值越小，光圈越大，进光量越多，画面越亮。大光圈会让照片的背景非常的虚化,突出主

体）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必考十道题

1.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是什么？

（1）美术课程凸显视觉性。

（2）美术课程具有实践性。

（3）美术课程追求人文性。

（4）美术课程强调愉悦性。

2.简述义务教育美术课程的基本理念。

（1）面向全体学生。

（2）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3）关注文化与生活。

（4）注重创新精神。

3.义务美术课程的设计思路是什么？

（1）以美术学习活动方式划分学习领域，加强综合性和探究性。

（2）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分学段设计课程内容和学习活动。

（3）在保证基本规定性的同时，给予教师教学更大的空间。

4.美术课程的总目标是什么？

美术课程总目标按“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设定。学生以个人或集体合作的方式参与美术活

动，激发创意，了解美术语言及其表达方式和方法、运用各种工具、媒材进行创作，表达情感与思想，改善环境与生活、学习美术欣赏评述的

方法，提高审美能力，了解美术对文化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独特作用。学生在美术学习过程中，丰富视觉、触觉和审美经验，获得对美术学习的

持久兴趣，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



5.义务教育美术课程为什么要关注文化与生活？

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美术课程，学生了解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在广泛

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并逐步形成热爱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

的价值观。

6.美术课程的教学建议是什么？

（1）坚持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观；

（2）积极探索有效教学的方法；

（3）营造有利于激发学生创新精神的学习氛围；

（4）多给学生感悟美术作品的机会；

（5）引导学生关注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

（6）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研究；

（7）探索各种生动有趣、适合学生身心发展水平的教学手段；

（8）培养学生健康乐观的心态和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

7.中小学美术课程的教学评价建议是什么？

（1）依据美术课程标准进行评价；

（2）注重美术学习表现的评价；

（3）采用多种评价方式评价美术作业；

（4）鼓励运用美术学习档案袋、展示和课堂讨论等质性评价方法。



8.美术学习档案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

美术学习档案袋是一种用来记录学生整个美术成长过程的资料夹。学生在档案袋中汇集美术学习全过程的资料，包括研习记录、构想草图、

设计方案、创作过程的说明、自我反思（如对自己的学习历程与作品特征的描述、评价、改进的设想）、他人（如教师、同学、家长）的评价

等。

9.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是怎样划分学习领域的？

美术课程改变单纯以学科知识体系构建课程的思路和方法，从促进学生素质发展的角度，根据美术学习活动方式划分为“造型·表现”、

“设计·应用”、“欣赏·评述”和“综合·探索”四个学习领域。美术学习活动大致可分为创作和欣赏两类。为了便于学习，将创作活动再

具体分为“造型·表现”和“设计·应用”两个学习领域。

10.义务教育美术课的课程资源有哪些？

（1）学校资源

（2）社会资源

（3）自然资源

（4）网络资源



【教学设计范例一·义务教育】

《藏书票》——“设计·应用”

要求：

（1）做到文本格式规范，具备基本要素。

（2）恰当设定本课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

（3）合理的设计学习活动和作业要求。

（4）设计三个课堂提问。

课题：《藏书票》

课时：一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学生能掌握藏书票的功能、特点和作用，并有意图的运用纸板画漏印的方法制作一枚新颖的藏书票。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欣赏、制作藏书票，提高学生审美趣味，培养学生的造型表现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在制作过程中体验设计的快乐，培养学生读书、爱书、藏书的兴趣及对书籍装饰的审美情趣。

教学重难点：

重点：了解藏书票的功能，并能用纸板画漏印制作一枚藏书票。

难点：在拓展学生视野同时，用电脑制作一枚藏书票，并区别于版画藏书票。

教学过程：

（一）播放图片、导入新课

1、播放书签、邮票、藏书票三种图片，让全体学生参与其中……

提问那种图片是藏书票？为什么？



2、教师带领学生欣赏提前准备好的藏书票作品，引导学生进入神秘的学习情境中，引出课题

（二）联系生活、讲授新课

藏书票概念：“袖珍版画”“纸上珍珠”。藏书票是用在藏书上的一种标志，它是包括了图画与文字的小小装饰画，并贴于书本封面或者扉页，

作为藏书的标志，也是藏书主人的标记，是藏书票的附属物，通常是用木刻石刻等版画形式，设计各种美术图案、署上“某藏书”“某某之书”

“某某爱书”等字样，并且刻有国际通用藏书票的标志“EX-LIBRIS”。

1、藏书票的构成：图形、字母、藏书票签名。

2、藏书票的表现题材：自然风景、民俗、花卉、动物、人物、植物等（藏书票的面积虽小，却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藏书票因制作者不同的民

族、地域及年代、文化背景的影响而风格各异，其表现题材也十分广泛，无所不及。）

3、优秀的藏书票的特征：

a、构思立意新颖（根据藏书的内容、藏书者的兴趣、性格、爱好来设计）

b、风格表现要独特（抽象、具象等）

c、制作精美规范（手工制作、电脑制作等）

介绍藏书票其他种类（展示幻灯片）

4、藏书票的不同制版：纸板、木板、石板、铜板、丝网版。

教师给大家变魔术，请同学配合完成（演示纸板画漏印的过程）

视频播放优秀的纸板漏印的藏书票（图片）

提问：同学们，你知道这些图案是怎么画上去的吗？（学生答：手绘、喷绘、粘贴、印章……这一招用的是纸版画的漏印法。（展示实物：底

版）

进一步提问谁想动手试一试呢？将准备好的底版在感兴趣的同学手上演示，这节课我们以纸板漏印法为例重点来学习：纸板画漏印法就是把需

要着色的部分刻掉，形成镂空的效果。

（三）教师示范、深入探究

提问同学们想想看今天我们学习藏书票的具体步骤有哪些？（同学们回答……）



教师做具体造作步骤：

1、画稿构思

用你喜欢的题材设计一个画稿，用稍厚的卡纸。

2、制作底版

用裁纸刀将画稿镂空成版画，注意镂空的部分要相互连接，需要着色的部分刻掉，形成镂空的效果。

3、拓印图案

将刻好的卡纸版覆盖在画纸上，根据图像需要在镂空的部分刷上所需要的颜色。

4、调整

接下来，教师带领同学们进一步欣赏使用纸板画漏印的作品，分析其制作的流程。（幻灯片）

（四）创作实践、巡回指导

学生分组运用纸板画漏印法制作一幅作品，教师巡视辅导。（伴着音乐循环出现各种藏书票）

制作要求：

1、造型概括、提炼。

2、风格独特、层次分明。

3、漏印时注意底版不能移动，以避免错位。

（五）作品展示、分享交流

1、小组展示选出制作精美的作品，请同学们说说喜欢哪一张？为什么？并请小作者介绍自己的设计意图。相互欣赏作品，交流创作心得。

2、在学生自评、互评后，教师给予肯定和补充，对于表现好的作品给予肯定和赞扬，并告诉同学们要学习这些优秀作品的优胜之处；对于未正

常发挥的同学给予鼓励和指导。

（六）课堂总结、课后拓展

提问学生想想看，我们今天都学到了哪些知识？有什么感受？除了本课学到制作方法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制作方法吗？

拓展：介绍其他种类的版画：木版画、石版画、丝网版画、铜版画。



总结学生掌握了纸板漏印制作方法，课后试着运用今天所学其他种类的制作方法，来创作新颖的版画作品。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及对美术课的

兴趣。

温馨提示：华图教师网(http://www.hteacher.net/)，微信公众号：htjiaoshi，教师招聘、教师资格证考试公告、备考资讯及

时推送，更多精彩，欢迎订阅!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售前电话：4006-01-9999

售后电话：010-8298221

资格证 QQ 群 ：242568902

教师招聘 QQ 群 ：436029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