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美术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二【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选 题(共 26 题， 每题 2 分， 共 52 分)

1.【答 案】 D。

2.【答 案】 A。

3.【答 案】 C。

4.【答 案】 D。

5.【答 案】 C。

6.【答 案】 A。

7.【答 案】 D。

8.【答 案】 A。

9.【答 案】 A。

10.【答 案】 C。

11.【答 案】 A。

12.【答 案】 D。

13.【答 案】 C。

14.【答 案】 B。

15.【答 案】 C。

16.【答 案】 D。

17.【答 案】 D。

18.【答 案】 B。



19.【答 案】 C。

20.【答 案】 B。

21.【答 案】 C。

22.【答 案】 D。

23.【答 案】 B。

24.【答 案】 A。

25.【答 案】 D。

26.【答 案】 D。

二、 简答 题(共 4 题， 每题 7 分， 共 28 分 )

27.【参 考答 案】

(1)反对 新古 典主 义艺 术纯 理性 的冷 静描 写， 主张 充分 表达 自己 情

感;(2)反对 新古 典主 义艺 术表 现类 型化 ，强调 创作 个性 ，主张 具体 描绘 、

表现 对象 的个 性特 征;(3)反对 新古 典主 义推 崇古 代法 则、 崇尚 传统 ，强

调自 由描 绘，主张 创造 ;(4)反对 新古 典主 义以 线和 轮廓 为主 的素 描造 型 ，

主张 用光 和色 彩来 创造 饱满 的艺 术形 象 ;(5)反对 新古 典主 义雕 塑般 严格

的造 型要 求，强调 画面 构图 的生 动效 果，主张 奔放 的笔 触和 有生 命力 的

活动 感。

28.【参 考答 案】

(1)美术 教学 应注 重对 学生 审美 能力 的培 养。

(2)美术 教学 要特 别重 视激 发学 生的 创新 精神 和培 养学 生的 实践 能

力。



(3)美术 学习 应当 从单 纯的 技能 、技巧 学习 层面 提高 到美 术文 化学 习

的层 面。

(4)教师 应以 各种 生动 有趣 的教 学手 段 ，如故 事、游戏 、电影 、视频 、

音乐 ，甚至 是参 观 、访问 、考察 等方 式引 导学 生增 强对 形象 的感 受能 力

与想 象能 力， 激发 学生 学习 美术 的兴 趣。

29.【参 考答 案】

以直 观形 象传 递信 息的 教学 方法 ，更 能体 现美 术学 科同 属于 视觉 艺

术的 特点 ，人们 是通 过眼 睛的“看 ”来“ 感知 ”和“解读 ”的。因此 运

用直 观形 象传 递美 术信 息，这是 美术 教学 中非 常重 要的 教学 方法 。其中

包括 ：欣赏 法 、演示 法、比较 法等 。如绘 画 、制作 方法 步骤 的课 堂示 范

演示 、工具 性能 及技 能特 点的 演示 ，或范 画、实物 、多媒 体课 件的 展示

等。在采 用直 观形 象传 递信 息的 教学 方法 时 ，必须 做到 范画 范图 要精 选 ，

并具 有典 型性 、代表 性，教师 示范 、演示 的每 一个 过程 、步骤 都要 让学

生看 清楚 。

30.【参 考答 案】

(1)意义 ：美术 课程 评价 是促 进学 生的 发展 ，改进 教师 的教 学 ，促进

美术 课程 不断 发展 的重 要环 节 。美术 教学 评价 是为 了改 善和 促进 学生 发

展，淡化 评价 的甄 别、选拔 作用 ，突出 评价 的改 善 、促进 功能 ，对教 学

活动 进行 有效 调控 ，让评 价转 化为 促进 学生 发展 的动 力 ，以提 高教 学效

率。

(2)方式 ：新课 程下 的评 价方 式多 种多 样 ，主要 有激 励性 的评 价方 式 、

情景 式的 评价 方式 、作 业符 号的 评价 方式 、评 语式 的评 价方 式。



三、 案例 分析 题(共 2 题， 每题 20 分， 共 40 分)

31.【参 考答 案】

(1)该教 师没 有完 成教 学目 标 。本课 程的 目标 可以 设定 为学 生把 握石

膏头 像写 生比 例，学生 能正 确画 出形 ，正确 把握 五官 结构 。对于 第一 课

时， 学生 刚开 始接 触素 描， 所以 目标 的设 定一 定要 结合 学生 情况 。

(2)该教 师在 课堂 上缺 少示 范 ，所以 导致 目标 没有 完成 。建议 该教 师

在讲 解比 例结 构等 方面 之后 ，能 够亲 身示 范如 何用 素描 表现 石膏 头像 ，

边示 范边 讲解 ，让学 生深 刻体 会 ，记忆 深刻 ，能够 更好 的理 解素 描表 现

石膏 头像 。

(3)该课 堂的 教学 方法 比较 少 ，建议 老师 加上 示范 环节 ，在学 生表 现

完之 后，能够 加上 展示 、自评 、互评 、师评 等环 节，再加 上一 些比 较法 、

情境 法等 ，这样 能够 让课 堂效 果更 加丰 富 ，对于 学生 把握 知识 点更 加容

易些 。

(4)教学 内容 上不 够， 在课 堂上 老师 可以 重点 讲解 画石 膏头 像的 步

骤， 包括 ：构 图、 比例 结构 、表 现基 本明 暗等 。

32.【参 考答 案】

该老 师的 评价 存在 问题 。根 据新 课程 理念 得知 ，课 程评 价是 实施 教

学活 动的 一个 重要 组成 部分 ，是评 价者 和被 评价 者“ 协商 ”进行 的共 同

心理 建构 的过 程;评价 是受 “ 多元 主义 ”价值 观所 支配 的 ;评价 是一 种民

主协 商、主体 参与 的过 程，而非 评价 者对 被评 价者 的控 制过 程 ，被评 价

者也 是评 价的 参与 者、 评价 的主 体 ;评价 的方 法是 质性 研究 方法 。然 后

该老 师并 未体 现以 学生 的评 价为 主体 ，评 价时 的甚 至还 用压 制、 嘲弄 、



歧视 等，让学 生觉 得难 堪 ，打击 学生 的自 尊心 和自 信心 。最后 ，课程 还

以传 统的 标准 评判 作品 ，给学 生的 作品 划分 等级 ，进一 步打 击学 生的 自

信心 。

建议 ：教 师在 美术 鉴赏 教学 中既 要充 分肯 定学 生的 美术 鉴赏 行为 和

对美 术作 品给 出的 结论 ，又要 运用 巧妙 、机智 的语 言来 纠正 、鼓励 学生

的回 答，注意 情绪 导向 ，做到 引而 不发 。“回答 的基 本正 确，但我 想补

充一 点… … ”;“你的 脑筋 动得 可真 快， 要是 在 … …说得 更清 楚具 体些 ，

那该 有多 好呀 !” 、“ 再好 好想 一想 ，相 信你 一定 行 !”、 “我有 不同 的

意见 … …我来 作些 补充 … … ”、 “很佩 服你 的勇 气， 让我 们再 来听 听其

他同 学的 回答 ，好 吗?”。教 师化 解了 学生 在课 堂中 的尴 尬。 小心 翼翼

地保 护了 学生 的心 灵。在给 予学 生否 定性 评价 之后 ，我再 次给 学生 尝试

的机 会，因而 不但 有效 地保 护了 学生 学习 的积 极性 ，也使 教学 收到 良好

的效 果。美术 教师 不是 裁判 员，而是 欣赏 者 。美术 教师 经常 被学 生放 到

了裁 判员 的位 置，渴望 得到 老师 的肯 定和 赞扬 。对于 这样 ，教师 要抓 住

时机 进行 评价 ，充分 肯定 学生 的优 点和 长处 ，真诚 地予 以赞 赏 。有时 美

术鉴 赏课 堂教 学实 质就 是学 生鉴 赏美 术作 品 ，美术 教师 鉴赏 课堂 主体 学

生。

四、 教学 设计 题(共 1 题， 每题 30 分， 共 30 分)

【参 考答 案】

海报 设计

一、 教学 目标

【知 识与 技能 】



了解 海报 的定 义、 分类 以及 组成 要素 ，掌 握海 报设 计的 具体 步骤 ，

能用 绘画 的方 式设 计一 张创 意十 足的 海报 。

【过 程与 方法 】

通过 欣赏 、观察 分析 ，了解 海报 设计 的特 点及 构思 ;通过 实践 ，提高

对视 觉语 言的 认识 与理 解能 力。

【情 感态 度与 价值 观】

增强 审美 的感 知能 力， 创造 能力 ;开阔 眼界 ，拓 宽创 新思 维的 能力 。

二、 教学 重难 点

【重 点】

海报 设计 的特 点及 方法 步骤 。

【难 点】

如何 较好 的把 图案 形象 及文 字进 行有 机结 合。

三、 教具 准备

多媒 体、 海报 图片 、设 计材 料工 具、 绘画 工具 等。

四、 教学 过程

(一)温故 知新 导入

上节 课我 们学 习了 有关 于海 报设 计的 概念 和定 义并 且观 看了 大量 的

中外 的创 意新 颖独 特， 视觉 冲击 力强 的海 报， 我们 回忆 一下 ：

— —什么 是海 报?海报 又分 为哪 几类 ?

生回 忆， 师总 结： 无限 创意 、贴 近于 生活 、宣 传作 用、 符合 主题 。

主要 分为 ：政 治类 、文 化类 、公 益类 、商 业类 和娱 乐类 海报 。

教师 总结 导入 课题 — —海报 设计 。



(二)具体 分析

学生 自主 欣赏 海报 图片 ，教 师引 导提 出问 题：

— —设计 海报 时应 从哪 几方 面进 行考 虑?

通过 师生 之间 的引 导、 互动 、讨 论， 总结 出海 报设 计的 四要 素： 文

字、 图案 、色 彩、 版式 等。

①文字 ：文 字具 有说 明作 用， 如果 海报 设计 中没 有文 字将 无法 说明

准确 的传 递信 息。

②图案 ：海 报是 视觉 艺术 ，可 以通 过产 生强 烈的 艺术 形象 达到 宣传

的目 的。

③色彩 ：色 彩具 有象 征性 。

④版式 ：版 式也 就是 构图 ，是 海报 中各 个元 素之 间的 关系 。

(三)示范 讲解

1.展示 有创 意的 2008 年北 京奥 运会 海报 设计 ，分 组讨 论：

— —从奥 运会 海报 中看 到了 什么 ?

— —海报 中包 含哪 些元 素?设计 海报 时需 要注 意哪 些方 面 ?

四人 为一 组， 总结 出海 报设 计的 特点 ：

①画面 形式 感强 ，字 醒目 、形 象生 动、 色彩 鲜明 。

②作品 具有 独创 性。

2.教师 追问 ：

— —涉及 海报 的具 体构 思过 程有 哪些 ?

学生 参考 教材 ，找 出答 案： 确定 主题 、展 开联 想、 锁定 范围 、确 定

构思 。



3.教师 以“ 北京 ”为例 ，示 范海 报制 作步 骤， 学生 观察 思考 ，尝 试

练习 。

(四)实践 展评

1.教师 提出 课堂 作业 要求 ：以 《爱 书》 为主 题， 以绘 画的 形式 设计

一张 宣传 海报 。课 独立 完成 也可 分小 组设 计。

2.学生 设计 制作 ，教 师辅 导， 提示 学生 注意 附上 海报 设计 构思 。

3.小组 推选 作品 ，并从 设计 思路 、具体 创意 等角 度进 行自 评、互评 ，

教师 总结 。

(五)小结 作业

1.师生 一起 通过 问答 的方 式总 结海 报设 计的 特点 及其 设计 元素 。

2.鼓励 学生 课后 搜集 海报 设计 的作 品进 行欣 赏评 析， 并将 所感 所得

以书 面的 形式 表现 出来 。

五、 板书 设计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美术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试卷

二的参考答案及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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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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