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美术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二

一、 单选 题(共 26 题， 每题 2 分， 共 52 分)

1.在中 国古 代绘 画理 论中 ，绘 画作 品的 最高 层次 是 ( )。

A.妙品 B.能品 C.神品 D.逸品

2 宋徽 宗赵 佶的 书法 自成 一家 ，被 称为 ( )。

A.瘦金 体 B.悬针 体 C.尖勾 体 D.金针 体

3.下图 是宋 代李 唐重 要作 品( )。

A.《 长夏 江寺 图》 B.《清溪 渔隐 图 》 C.《 万壑 松风 图》 D.《 江山

秋色 图》

4.下图 所示 瓷器 产自 ( )。



A.景德 镇 B.吉州 窑 C.耀州 窑 D.磁州 窑

5.古代 第一 部对 绘画 作品 、作 者进 行品 评的 理论 专著 是 ( )。

A.《历 代名 画记 》 B.《宣 和画 谱》 C.《画 品》 D.《图 画见 闻志 》

6.描绘 了文 人雅 集的 场景 ，生 动地 表现 了古 代文 人吟 诵文 时的 专注

神态 。这 一作 品是 ( )。

A.文苑 图 B.竹林 七贤 C.重屏 会棋 图 D.维摩 演教 图

7.西汉 时期 雕刻 的造 型手 法是 ( )。

A.单线 勾勒 B.几何 切割 C.精细 入微 D.循石 造型

8.文艺 复兴 早期 ，( )继承 和发 展了 乔托 的艺 术传 统。

A.马萨 乔 B.达芬 奇 C.拉斐 尔 D.乌切 洛

9.不是 印象 主义 艺术 代表 画家 的是 ( )。

A.华托 B.马奈 C.莫奈 D.毕沙 罗

10.下图 所示 作品 的作 者是 ( )。



A.哈尔 斯 B.杜比 尼 C.库尔 贝 D.杜米 埃

11.17 世纪 更忠 实于 传统 ，不 为意 大利 影响 所左 右的 画家 是 ( )，其

代表 作有 《农 民进 餐》 《农 民家 庭》 等杰 作。

A.勒南 兄弟 B.洛兰 C.勒布 伦 D.普珊

12.欧洲 野兽 主义 画派 诞生 的年 代是 ( )。

A.18 世纪 末 B.19 世纪 初 C.19 世纪 末 D.20 世纪 初

13.在美 术教 学设 计中 ，要突 出美 术学 科自 身特 点 ，必须 落实 美术 课

程中 所具 有的 人文 性、 视觉 性和 ( )。

A.创新 性 B.形象 性 C.实践 性 D.情感 性

14.高中 美术 课程 提倡 ( )评价 。

A.表现 性评 价 B.多主 体评 价 C.质性 评价 D.自我 评价

15.《中西 方宗 教建 筑 》一课 难度 较大 ，离学 生的 生活 较远 ，王老 师

准备 采取“ 先体 会再 深入 分析 ”由浅 入深 的教 学策 略，据此 ，教师 让学

生分 组讨 论中 西方 的宗 教特 点， 观察 中国 和西 方建 筑材 质方 面的 区别 ，

随后 ，以细 节图 为例 深入 观察 其结 构特 点 、用色 规律 。这个 案例 反映 出

教学 策略 和教 学方 法之 间的 关系 是 ( )。

A.教学 策略 受制 于教 学方 法



B.教学 策略 低于 教学 方法

C.教学 方法 是教 学策 略的 具体 化

D.教学 方法 不收 教学 策略 的影 响

16.李老 师在 高中 美术 鉴赏 课中 ，让学 生充 当老 师 ，自主 选题 、备课

和教 学，并且 写出 教学 反思 ，总结 个人 得失 ，这种 教学 设计 体现 出的 教

学方 法是 ( )。

A.讲述 法 B.讨论 法 C.情境 法 D.学业 游戏 法

17.在教 学过 程中 ，教师 根据 学生 的心 理规 律来 设计 教学 节奏 。所体

现的 课堂 组织 教学 艺术 是( )。

A.环环 相扣 B.详略 得当 C.游刃 有余 D.张弛 有度

18. 教学 实施 过程 中 ，教师 帮助 和促 进学 生对 自己 所学 内容 的内 化 、

理解 与记 忆的 思维 操作 进行 反思 和监 控的 心理 过程 是 ( )。

A.教师 调节 B.元认 知 C.交互 性教 学 D.自主 学习

19.清晰 的呈 现美 术作 品，营造 一种 情景 ，让学 生在 参与 行为 艺术 的

过程 中， 自己 去领 悟其 中的 含义 ，体 现了 美术 鉴赏 ( )的教 学策 略。

A.以学 生经 验为 主 B.以知 识讲 授为 主

C.以作 品感 受为 主 D.以直 观认 知为 主。

20.创新 是现 代教 育的 灵魂 ，( )是必 然的 表现 形式 。教学 的最 终目 标

是培 养学 生自 由的 思想 、独立 的精 神 ，及创 作能 力，塑造 学生 的崇 高人

格。

A.主体 性 B.开放 性 C.多样 性 D.渐近 性

21.下列 ( )教学 活动 与课 后反 思环 节相 符。



A.如果 画得 再细 一点 ，效 果会 更好 。

B.采用 各种 有效 的方 法， 使学 生的 情绪 稳定 。

C.对美 术课 堂有 基本 的控 制， 没出 现影 响正 常教 学秩 序的 现象 。

D.了解 其他 人是 如何 看待 自己 的作 品的 。

22.对美 术教 材的 理解 错误 的是 ( )。

A.教师 和学 生用 于教 学活 动的 材料 ，是 教学 的主 要媒 介

B.包括 文字 材料 和视 听材 料

C.教科 书是 教材 的主 体

D.使用 教材 不需 要了 解课 程标 准或 教学 大纲

23.在讲 授《永恒 的空 间艺 术》一课 中 ，李老 师重 点讲 授雕 塑的 特点 ，

带领 学生 深入 学习 雕塑 的样 式及 风格 类型 ，体现 了学 段教 学的 什么 特点

( )。

A.走马 观花 B.下马 看花 C.浮光 掠影 D.蜻蜓 点水

24.桂老 师教 授设 计封 面设 计一 课时 ，让 学生 相互 欣赏 彼此 的设 计 ，

选择 一个 自己 最喜 欢的 作品 说说 理由 。此 评价 方式 属于 ( )。

A.自我 评价 B 互相 评价 C.教师 评价 D.集体 评价

25.以下 关于 形成 性评 价说 法错 误的 是 ( )。

A.形成 性评 价的 目的 是为 了控 制教 学过 程， 实现 教学 目标 。

B.形成 性评 价的 目的 是为 了解 学生 的学 习结 果是 否达 到了 教学 目标

的要 求。

C.形成 性评 价教 学过 程中 的检 测 ，有利 于老 师把 握学 生的 总体 状况 。



D.形成 性评 价能 及时 获取 教学 反馈 ，有 利于 老师 实时 地调 整优 化教

学工 作。

26.评价 建议 中提 出的 “成就 性记 录评 定 ”属于 ( )。

A.结果 性评 价 B.定量 评价 C.过程 性评 价 D.质性 评价

二、 简答 题(共 4 题， 每题 7 分， 共 28 分 )

27.为什 么说 浪漫 主义 是在 同新 古典 主义 的对 抗中 发展 起来 的 ?。

28.美术 教学 设计 的关 键点 有哪 些 ?

29.如何 理解 与运 用“ 以直 观形 象传 递信 息的 教学 方法 ”?

30.教请 谈谈 新课 程标 准理 念下 美术 课程 评价 的意 义和 方式 ?

三、 案例 分析 题(共 2 题， 每题 20 分， 共 40 分)

31.高中 美术 课程 的张 老师 在上《素描 石膏 头像 写生 》第一 课时 ，首

先播 放《大卫 》作品 让学 生进 行观 察欣 赏，并讨 论总 结表 现石 膏头 像需

表现 的基 本形 ，基本 结构 。教师 接着 讲解 表现 石膏 头像 的方 法包 括光 影

素描 及结 构素 描。然后 播放 视频 让学 生欣 赏结 构素 描的 表现 步骤 ，视频

播放 完，直接 让学 生用 素描 方式 表现《大卫 》，只需 表现 形体 。二十 分

钟之 后，有的 学生 没有 完成 作品 ，有的 学生 头像 比例 完全 不对 ，出现 了

很多 的问 题，老师 简单 分析 了一 下问 题，最后 小结 课程 ，然后 让学 生回

家之 后继 续完 成作 品。

请结 合所 学知 识， 分析 案例 中老 师上 课过 程中 出现 的问 题并 给出 建

议。

32.高中 美术 鉴赏《人间 生活 》，李老 师引 导学 生观 察顾 闳中《 韩熙

载夜 宴图 》，提问 ：请大 家互 相讨 论找 出画 中的 五个 场景 分别 描绘 了什



么?学生 踊跃 回答 ，大家 答案 各异 ，比如 有的 说在 吵架 、行贿 、办宴 会 。

这时 ，当教 师的 预设 和课 堂生 成不 一致 时 ，李老 师十 分生 气老 师便 以“错

了!请坐 。”、“ 不对 !谁再 来 ?”这些 语言 来否 定学 生的 回答 ，并期 盼其

他学 生的 正确 回答 。最后 ，李老 师在 全部 学生 的评 价表 都打 了 D 不合 格 ，

气愤 地结 束了 该课 程。

问题 ：请 问该 老师 的评 价是 否存 在问 题 ?分析 其原 因并 给出 建议 。

四、 教学 设计 题(共 1 题， 每题 30 分， 共 30 分)

33.请按 所提 供的 教材 内容 ，设 计 1 课时 的教 学简 案(也可 以是 单元

中的 一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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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设 计学 习活 动和 作业 要求 。

(4)设计 三个 课堂 提问 。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福建教师资格网

（http://www.fjjszg.cn/）或关注公众号：福建省教师网。

如何获取答案及解析？

1. 【关注公众号，回复答案即刻获取模拟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2.回复咨询，与老师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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