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资格证

想当老师 得先有证1

2018 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证国考

扫码关注云南教师资信息网



教师资格证

想当老师 得先有证2

2018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美术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试题（初级中学）

(科目代码：314)

注意事项：

1.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满分为 150分。

2.请按规定在答题卡上填涂作答，在试卷上作答无效，不予评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6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2 分)

9.下列选项中，对高更绘画的典型风格描述不恰当的是（ ）

A.追求表现生命本源 B.具有粗犷，奇异的性质

C.借鉴了东方绘画 D.表现都市生活景象

10.从绘画媒材上区分，米开朗基罗作品创世纪属于（ ）

A.木板油画 B.湿壁画 C.布面油画 D.蛋彩画

11.在初中陶艺教学中，借助机械才能完成的成型工艺是（ ）

A.泥条盘筑 B.泥板成型 C.拉坯成型 D.釉绘装饰

12.下列选项中，不属于从基本形态对设计进行分类的是（ ）

A.平面设计 B.产品设计 C.立体设计 D.空间设计

13.《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课程标准 2011版》采用的划分美术学习领域的依据是（ ）

A.学习活动 B.艺术门类 C.公寓媒材 D.技法难易

14.根据《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课程标准 2011版》初中一年级美术学习所属的学段是（ ）

A.第一学段 B.第二学段 C.第三学段 D.第四学段

15.在《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课程标准 2011版》强调用语言、文字、动作等多种方式表达自己感

受与认识的学习领域是（ ）

A.欣赏·评述 B.设计·应用 C.综合·探索 D.造型·表现

16.下列选项中属于强调学生探究性学习方式的是（ ）

A.基于问题式学习 B.接受式学习 C.程序性学习 D.结果引导式学习

17.下列选项中教师在《素描静物》一课分析明暗调子变化规律是，可采用的最直观的教学方

法是（ ）

A.讲授法 B.探究法 C.示范法 D.演示法

18.下列选项中注重激发学生生活经验的是（ ）

A.情景模拟 B.概念认知 C.技法练习 D.现场观摩

19.下列选项中适合作为《晋人风韵-王羲之《兰亭集序》一课教学重点的是（ ）

A.作品的书写技巧与变化内涵 B.王羲之的人生经历

C.晋朝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风貌 D.《兰亭集序》的创作背景

20.在欣赏《自由引导人民》一课中，适合作为过程与方法目标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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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模拟画中的动作进行游戏表演

B.识记教材中关于作品描述的知识点

C.以讨论的方式探究作品的内涵和形式特征

D.通过观看法国大革命专题片了解时代背景

21.适合作为《千姿百态的动物-制造型》一课教学重点的是（ ）

A.合理安全的使用剪刀进行动物造型

B.用折叠剪刻等技法表现动物的立体形态

C.观察动物图片，认知动物的形貌和特征

D.观摩教师示范，了解制造型的制作过程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7 分，共 28 分）

27、根据记忆勾勒出北京天安门建筑的正面样式及其标志性细节，并简述其造型特点

28、简述《义务教育美术课程（2011 版）》美术课程基本理念中面向全体学生的内容

29、列出至少四种美术欣赏的度。

30、30.列出至少 3种对美术学习表现评价的具体内容法。

三、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阅读案例，并回答问题

31、案例

在上《我形我秀—自画像创作》一课时，王老师为了激发学生绘画的热情，欣赏了伦勃朗自

画像的代表作，重点介绍了艺术家坎坷的人生，再让学生讨论“他眼中的自己”的主体，讨

论后学生们都很兴奋，直接开始自画像创作，可是老师看到学生的作业后觉得效果不理想，

感到似乎刚才的讨论也没有发挥作用，缺少了点什么.....（问题，依据美术新课程理念，提

出案例中王老师教学的优点和问题（10 分）并提出改进建议（10 分））

32、案例

李老师在教学实践中，运用了学术学习档案的方法，鼓励学生收集自己的作品，构想草图，

研习记录，创作过程说明等，但是有人认为学习档案袋费时费力，没必要，还有人认为学习

档案不就是汇集学生最优秀的作品吗？应该精选内容。（请结合《义》的评价建议，替李老

师回答这两种质疑（20 分））

四、教学设计题（本大题 1小题，30 分）

33、请按所提供的的教材片段，设计 1 课时的教学简案（也可以是单元中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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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写出一篇规范、完整的课时教学简案；

（2）恰当设定本课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

（3）合理地设计学习活动和作业要求；

（4）设计至少三个课堂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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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9．选 D。

【解析】保罗·高更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与梵高、塞尚并称为后印象派三大巨匠。

由于厌倦城市生活，向往仍处于原始部落生活的风习和艺术，高更不顾一切,远涉重洋到南太

平洋上的一个岛上去生活和画画，直到去世。高更以极大的热情真诚地描绘了土著民族及其

生活。作品用线条和强烈的色块组成，受东方艺术的影响色彩近于平涂，具有浓厚的主观色

彩和装饰效果。画面往往具有象征性，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

10．选 B。

【解析】B.湿壁画：“湿”缘于画家总是必须在半湿的灰泥上作画而得名。这种作画方式需要

完善的事前准备和精准的时间拿捏。作画前用镘刀在已干的灰泥壁上，再涂一层约 1.2厘米的

用石灰和沙制成的平滑灰泥平面，可以让颜料渗透。这层灰泥会吸收颜料，灰泥干后，颜料

随之凝固在砖石结构中

D.蛋彩画是一种古老的绘画技法，是用蛋黄或蛋清调和颜料绘成的画，多画在敷

有石膏表面的画板上。。

A\C.杨凡艾克是早期尼德兰画派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尼德兰文艺复兴美术的奠基者，油画形成

时期的关键性人物，他在试验用油调色，并取得油画的艺术效果方面，是开拓者。因其对油

画艺术技巧的纵深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被誉为“油画之父”。

11．选 C。

【解析】拉坯是制作陶瓷的七十二道工序之一，也叫做坯，是成型的最初阶段，也是器物的

雏形制作。它是将制备好的泥料放在坯车上，用轮制成型方法制成具有一定形状和尺寸的坯

件。

12．选 C。

【解析】略。

13．选 A。

【解析】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 2011 版》课程设计思路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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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选 D。

【解析】《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 2011 版》课程设计思路中指出：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

美术课程将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学习分成四个学段（第一学段：1～2年段、第二学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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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段、第三学段；5～6年段、第四学段：7～9年级），并结合四个学习领域分别设计课程内

容与学习活动，从而形成依次递进、前后衔接的课程结构，适应不同年龄段学生在美术方面

的情感特征、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

15．选 A。

【解析】《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 2011 版》“欣赏•评述”学习领域说明：

“欣赏•评述”学习领域是指学生通过对自然美、美术作品和美术现象等进行观察、描述

和分析，逐步形成审美趣味和美术欣赏能力的学习领域。学生除了通过欣赏获得审美愉悦之

外，还应认知作品的思想内涵、形式与风格特征、相关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以及作者的思想、

情感和创造性的劳动，并用语言、文字、动作等多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与认识。

16．选 A。

【解析】略。

17．选 D。

【解析】演示法是指教师通过展示各种实物、教具，进行示范性实验，或通过现代化教学手

段，使学生获取知识的教学方法。演示法常配合讲授法、谈话法一起使用，它对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发展观察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减少学习中的困难有重要作用。。

18．选 A。

【解析】略。

19．选 A。

【解析】略。

20．选 C。

【解析】略。

21．选 B。

【解析】略。

二、简答题。

27.参考答案：

天安门位于北京城的传统的中轴线上，由城台和城楼两部分组成，造型威严庄重，气势宏大。

天安门城楼为中国传统的重檐歇山顶建筑，城台下有券门五阙，中间的券门最大，位于北京

皇城中轴线上，过去只有皇帝才可以由此出入。正中门洞上方悬挂着毛泽东画像，两边分别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大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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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参考答案：

实施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教育，必须坚信每个学生都具有学习美术的潜能，能在

他们不同的潜质上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美术课程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面向全

体学生，选择基础的、有利于学生发展的美术知识和技能，结合过程和方祛，组

成课程的基本内容，并通过有效的学习方式，帮助学生逐步体会美术学习的特征，

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29.参考答案：

欣赏•评述”学习领域是指学生通过对自然美、美术作品和美术现象等进行观察、描述和分析，

逐步形成审美趣味和美术欣赏能力的学习领域。学生除了通过欣赏获得审美愉悦之外，还应

认知作品的思想内涵、形式与风格特征、相关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以及作者的思想、情感和

创造性的劳动，并用语言、文字、动作等多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与认识。

30.参考答案：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 2011 版》不仅依据美术作业评价学生美术学习的结果，而且通过考

查学生在美术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评价其在美术学习能力、学习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等方面

的发展，突出评价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评价可以采用个人、小组或团体的方式，在学习过程

中进行或在学习结束后进行，并以适当的方式向学生反馈评价的结果，以鼓励多样化的学习

方式。

三、案例分析题。

31案例：参考答案：

优点：王老师在授课过程中，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审美规律和美术学习规律，有效利用各

种美术课程资源，向学生提供感悟美术作品的机会，营造有利于激发学生创新精神的学习氛

围。充分发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理念，突出了学生主体地位，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

培养。

缺点：《我形我秀—自画像创作》属于造型·表现学习领域的学习内容，“造型•表现”学习

领域是指运用多种媒材和手段，表达情感和思想，体验造型乐趣，逐步形成基本造型能力的

学习领域。而王老师在授课过程中对教学重点的确定有所偏差，导致课堂的大多数时间都在

了解伦勃朗的生平背景，虽有讨论环节却无具体讨论内容引导，忽视了自画像创作关键以及

创作步骤等方面的教学。以至于学生呈现的作品并不理想。

改进建议：

教学重点：观察分析人物常见的脸型、五官特点、头部透视以及三庭五眼的比例关系，学习

自画像创作的方法与步骤，完成一幅自画像创作。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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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欣赏伦勃朗自画像作品，了解背景，如何在自画像中表现出不同时期的不同面貌以及内

心活动。从而引出自画像创作应抓住人物的神态。

（2）讨论“他眼中的自己”，分析面相八格、五官特征以及三庭五眼等比例知识。

（3）教师示范：自画像的创作步骤。

（4）学生练习：具体作业要求。

32、案例：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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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 2011 版》指出应注重美术学习表现的评价，不仅依据美术作业评价

学生美术学习的结果，而且通过考查学生在美术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评价其在美术学习能力、

学习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突出评价的整体性和综合性。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 2011 版》中评价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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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学设计

参考解析：

一、课题：《方寸钤记—藏书印》

二、课时：1课时

三、学习领域：设计·应用

四、教学目标

⑴知识与技能目标：了解藏书印的艺术特点及其重要的历史价值。认识篆刻是与书法紧密结

合的传统艺术。初步掌握藏书印制作技法、步骤。

⑵过程与方法目标：培养学生观察、想象、创造思维能力，学生初步懂得藏书印制作的基本

技法和步骤，在欣赏了解的基础上自己设计创作一枚藏书印。

⑶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初步认识中国藏书印独特的艺术魅力，提高艺术修养，陶冶情操，

增强民族自豪感，培养爱书、藏书的兴趣 。

五、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了解藏书印的艺术特点、工艺流程、篆刻技法等内容，学生感受藏书印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

和艺术气息。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

2、教学难点

刻制藏书票的刀法及审美，将藏书印设计与制作的完美结合，既能体现出独特的构思，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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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生动形象的刻画出来。

六、教学过程：

（一）导入阶段：

1．利用多媒体出示 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标中国印，提出以下问题：

a.你认识这枚印章吗？

b.生活中你在哪里看到过印章？

2．教师展示书中印章——藏书印，请学生观察它的不同之处，引出新课《方寸钤记—藏书印》。

（二）感知阶段

1．适时引出与读书、藏书、爱书有关的藏书印艺术，引导学生了解藏书印的由来和发展情况，

并欣赏作品。之后请学生以自己的理解谈谈藏书印的概念。

教师总结：藏书印又称藏书章或收藏印，系指藏书者（或书籍拥有者）专门钤于所藏图书、

字画之上的印章。用以标明图书所有权和表达其个性爱好的一种印迹。又称藏书印。是书法、

章法、刀法完美结合的艺术。

（三）发展阶段

1．多媒体展示一组藏书印，提出问题：藏书印有哪些功能？教师引导学生小组分析，说出功

能特点。

（1）所有权的标志

（2）身份的象征

（3）保护和管理图书

（4）寄托收藏家理想和情怀

2.学生小组观察藏书印要盖在图书的什么地方？

藏书家一般喜欢把藏书印印在目录及每卷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中版式有空白的地方。

3.引导学生欣赏历代篆刻名印。深入分析藏书印的分类、布局、审美特征，内容表达的内涵和

意蕴。

4．设计制作

（1）工具和材料介绍：练习石、刻刀、印尼等。

（2）播放视频，观看总结制作设计制作步骤：设计印稿、写稿上石、刻制修正、蘸泥钤印。

（3）教师示范藏书印刻制常用的刀法：

冲刀法：将刀内角入石，刀柄内倾，外角仰起，向前冲进，谓之冲刀。刻出的线条流畅劲挺。

切刀法：将刻刀的外角刀锋入石。慢慢由外向内切下，直到内角处入石。称为切刀。其所刻

线条古朴含蓄之美。

（四）学生练习阶段：

1．临摹或设计藏书印。

2．练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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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分组练习

（2）注意安全、要认真、细致。

巡回指导：采取分层指导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使每一位学生在学习活动中都获得个体

发展。

（五）习作评价：

⑴、学生自评或互评：学生将自己创作藏书印的思路、想法和感受谈出来，有利于学生之间

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同学之间，相互欣赏、评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⑵、教师主评：教师根据学生创作藏书印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藏书印的书法、章法和刀法，

注意引导学生求新、求异，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把有创意性的习作展示给学生，有利于学

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和提高。

（六）小结拓展：

总结课堂及教学情况，鼓励学生课下设计自己个性的藏书票，注意斋馆印，名言，提高自己

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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