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美术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模拟

试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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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2.【答 案】 A。

3.【答 案】 A。

4.【答 案】 A。

5.【答 案】 C。

6.【答 案】 B。

7.【答 案】 D。

8.【答 案】 C。

9.【答 案】 B。

10.【答 案】 A。

11.【答 案】 C。

12.【答 案】 B。

13.【答 案】 A。

14.【答 案】 C。

15.【答 案】 A。

16.【答 案】 B。

17.【答 案】 A。

18.【答 案】 D。



19.【答 案】 D。

20.【答 案】 D。

21.【答 案】 D。

22.【答 案】 C。

23.【答 案】 B。

24.【答 案】 A。

25.【答 案】 B。

26.【答 案】 B。

二、 简答 题(共 4 题， 每题 7 分， 共 28 分 )

27.【参 考答 案】

魏晋 时期 顾恺 之、 张僧 繇、 陆探 微被 称为 “六朝 三杰 ”

顾恺 之是 东晋 最伟 大的 画家 ，也是 早期 绘画 理论 家 ，被时 人称 为“才

绝、画绝 、痴绝 ”。以巧 密与 精思 开创 南朝 至唐 初人 物风 格画 模式 ，属

于“ 笔迹 周密 ”的密 体，线条 紧劲 连绵 ，如“春蚕 吐丝 ”，“ 春云 浮空 、

流水 行地 ”一般 ，并把 源于 战国 时期 的“ 高古 游丝 描”发展 到完 美的 境

地。绘画 理论 有“以形 写神 ”“ 迁想 妙得 ”“四体 妍媸 本无 关妙 处 ，传

神写 照，正在 阿堵 中”。绘画 代表 作《洛神 赋图 》《女史 箴图 》《 列女

传· 仁智 图》 等后 世摹 本传 世。

陆探 微，人物 画成 就卓 越 ，师法 顾恺 之 ，人称“顾陆 ”，同属 于“笔

迹周 密”的“密体 ”。他创 造了 一种 以容 貌瘦 削为 特征 的人 物形 象 ，被

称之 为“秀骨 清像 ”。这种 突出 清秀 风骨 、有飘 然出 尘之 至的 人物 形象 ，



正是 谈玄 论道 的南 朝士 大夫 的典 型写 照 。谢赫 在《画品 》中将 他评 为第

一品 第一 人。

张僧 繇， 擅创 造面 相比 较丰 腴饱 满的 形象 ，与 陆探 微的 秀骨 清像 具

有不 同的 风格 特色 。张僧 繇还 擅长 佛教 壁画 和卷 轴画 ，又擅 长佛 教雕 塑 ，

且富 于民 族特 色，吸取 外来 画法 ，运用 色彩 浓淡 烘托 阴影 ，形成“ 凹凸 ”

的立 体感 ，故为 世人 所广 泛接 受，因之 有“张家 样 ”之称 。他作 画“笔

才一 二， 而像 已应 焉” ，其 风格 特点 与“ 顾陆 ”的 “密体 ” 大不 相同 ，

属于 一种 线条 舒朗 、笔 意洒 脱的 “疏体 ” 。

28.【参 考答 案】

教学 建议 ：坚 持面 向全 体学 生的 教学 观 ;积极 探索 有效 教学 的方 法 ;

营造 有利 于激 发学 生创 新精 神的 学习 氛围 ;多给 学生 感悟 美术 作品 的机

会;引导 学生 关注 自然 环境 和社 会生 活 ;重视 对学 生学 习方 法的 研究 ;探

索各 种生 动有 趣、 适合 学生 身心 发展 水平 的教 学手 段 ;培养 学生 健康 乐

观的 心态 和持 之以 恒的 学习 精神 。

评价 建议 ：依 据美 术课 程标 准进 行评 价 ;注重 美术 学习 表现 的评 价 ;

采用 多种 评价 方式 评价 美术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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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材 编写 建议 ：依据 美术 课程 标准 编写 美术 教材 ;实现 内容 组织 的综

合性 和合 理性 ;妥善 处理 传统 与现 代、 中国 与外 国的 关系 ;鼓励 美术 教材

呈现 方式 多样 化。

课程 资源 开发 与利 用建 议：满足 学生 学习 美术 的基 本条 件 ;完善 美术

教学 的基 本材 料和 设置 ;丰富 美术 教学 的图 书和 影像 资源 ;拓展 校外 美术



教学 的资 源;开发 和利 用网 络美 术教 学资 源 ;充分 利用 自然 和社 会文 化资

源;积极 开发 地方 美术 课程 资源 。

29.【参 考答 案】

(1)目标

结合 1～6 年级 其他 学科 的知 识 、技能 以及 学校 和社 区的 活动 ，用多

种美 术媒 材进 行策 划、创作 与展 示，体会 美术 与生 活环 境 、美术 与传 统

文化 的关 系。

(2)学习 活动 建议

缩写 自己 喜爱 的剧 本， 设计 、制 作服 饰以 及相 应的 布景 或道 具， 进

行表 演。

结合 科学 学科 知识 ，例 如运 用平 衡、 运动 、声 、光 、电 等原 理， 设

计并 制作 简单 而有 创意 的作 品。

了解 传统 节日 的来 历及 其活 动方 式 ，开展 相关 的设 计 、创作 与展 示 ，

体会 美术 与传 统文 化的 关系 。

调查 、了 解城 镇或 乡村 的历 史， 为自 己所 在社 区的 未来 发展 进行 规

划， 设计 蓝图 ，制 作模 型， 并进 行展 示。

使用 照相 机、 摄像 机收 集素 材， 并利 用计 算机 等手 段进 行美 术创 作

和展 示活 动。

(3)评价 要点

在生 活中 发现 与美 术相 关的 问题 ，与 同学 合作 策划 研究 课题 。

大胆 发表 自己 的意 见， 提出 研究 方案 ，积 极参 与探 究性 活动 。

用文 字、 图像 等形 式记 录调 查结 果， 尝试 对素 材进 行整 理和 分析 。



积极 开动 脑筋 ，以 美术 与其 他学 科知 识相 结合 的方 式， 进行 创作 与

展示 。

以口 头描 述或 写作 的方 式表 达自 己对 美术 与生 活环 境、 美术 与传 统

文化 的认 识和 体会 。

30.【参 考答 案】

儿童 绘画 发展 经历 如下 阶段 ：

涂鸦 期(一岁 半 — —四岁 )

在这 个阶 段， 儿童 的绘 画要 经历 一个 从乱 线涂 鸦、 有控 制涂 鸦到 命

名涂 鸦的 过程 。乱线 涂鸦 是一 种无 控制 的涂 抹 ，各种 各样 的涂 鸦包 括无

序乱 涂、 纵向 乱涂 和画 圈;儿童 在涂 抹的 过程 中获 得动 觉经 验 ;有控 制的

涂鸦 表现 为重 复性 画线 或涂 抹 ;命名 涂鸦 则是 将涂 鸦所 获的 图形 与某 个

事物 联系 起来 ，并 用该 事物 的名 称来 给自 己的 涂鸦 之作 命名 。

象征 期(四岁 — —五岁 )

在这 个阶 段， 所画 的图 像用 简单 的几 何形 线条 组合 来代 替实 物， 只

具备 事物 的最 基本 部分 ，没 有整 体感 ;对颜 色开 始有 自己 的喜 好， 通常

表现 为喜 欢纯 度高 的、鲜艳 明快 的原 色 。在构 图方 面，用一 种随 机、偶

然的 方式 把物 体安 排在 画面 上 ，不注 意物 体的 大小 比例 ，但已 经开 始试

图表 现物 体的 空间 关系 。

图示 期(概念 化期 、定 型期 )(五岁 — —八岁 )

造型 方面 ，儿 童喜 欢用 线条 描述 物体 形象 的轮 廓， 并用 较为 流畅 的

线条 表现 物体 的整 体形 象， 还能 用一 些细 节来 表现 物体 的特 征 ;色彩 方

面，能按 照物 体的 固有 色来 着色 ，用色 彩表 达情 感的 能力 显著 提高 ，涂



色时 不仅 能均 匀的 涂，而且 不涂 出轮 廓线 。构图 方面 ，开始 注意 物体 的

大小 比例 ，但还 把握 不住 分寸 ，有时 候会 夸大 印象 深刻 的事 物 ，形象 与

形象 之间 有一 定联 系， 基本 上能 反映 主题 。

写实 期(八岁 — —十五 岁)

孩子 从九 岁半 开始 采用 与成 人相 同的 观察 方式 ，画 法也 开始 向写 实

的手 法转 变，并开 始关 注自 己作 品的 好坏 ，有时 会否 定过 去自 己画 的画 ，

逐渐 注重 所描 绘物 体的 逼真 性 。爱欣 赏立 体感 强，明暗 变化 丰富 ，色彩

真实 感强 的作 品。

三、 案例 分析 题(共 2 题， 每题 20 分， 共 40 分)

31.【参 考答 案】

(1)张老 师在 评价 环节 做到 了多 主体 评价 。让学 生自 评 、互评 体现 了

这一 点。

(2)张老 师注 意到 了美 术学 习表 现评 价 。在自 评时 让学 生陈 述自 己的

创作 灵感 与想 法体 现了 这一 点。

(3)张老 师重 视对 学生 学习 方式 的培 养。 张老 师让 小组 内相 互指 不

足、 给建 议是 对学 生合 作学 习方 式的 培养 。

(4)张老 师在 评价 学生 时注 意到 了质 性评 价 。让学 生把 作品 装入 美术

学习 档案 袋体 现了 此点 。

(5)张老 师注 重对 学生 创新 精神 的培 养 。他将 作品 是否 体现 创新 性作

为评 价内 容， 体现 了这 一点 。

(6)张老 师发 挥了 评价 的激 励与 反馈 功能 ，鼓励 并提 出建 议反 映了 此

点。



32.【参 考答 案】

(1)根据《义务 教育 美术 课程 标准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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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 师能 够注 重学 生在 作

品中 渗透 的情 感和 价值 观，最终 将这 位同 学的 作品 给予 表扬 ，说明 她能

够注 重美 术学 习表 现的 评价 ，突 出了 评价 的整 体性 和综 合性 。

(2)根据《义务 教育 美术 课程 标准 》，应该 采用 多种 评价 方式 评价 美

术作 业，鼓励 采用 学生 自评 、互评 、教师 评以 及座 谈等 方式 对学 生的 美

术作 业进 行评 价。对学 生美 术作 业的 评价 可以 从创 作构 思 、表现 方式 及

技能 等方 面进 行，既要 充分 肯定 学生 的进 步和 发展 ，也要 使学 生明 确需

要克 服的 弱点 并找 到发 展的 方向 。张 老师 让这 位同 学自 己发 表了 看法 ，

也让 其他 同学 均发 表了 自己 的意 见， 并提 出了 一些 改善 的意 见。

(3)根据《义务 教育 美术 课程 标准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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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 师把 该学 生的 作品 传到 网上 让网

友共 同欣 赏评 价，并最 终放 入学 习档 案之 中，作为 成长 记录 。这说 明张

老师 能够 运用 美术 学习 档案 袋这 种质 性的 评价 方法 。

四、 教学 设计 题(共 1 题， 每题 30 分， 共 30 分)

【参 考答 案】

描绘 我们 的校 园 教学 设计

一、 教学 目标

知识 与技 能： 了解 风景 写生 的取 景、 构图 、透 视的 知识 。



过程 与方 法： 通过 观察 照片 与作 品理 解透 视现 象并 学会 线描 写生 的

方法 。

情感 态度 和价 值观 ：提 升审 美眼 光， 发现 校园 的美 。

二、 教学 重难 点

重点 ：平 行透 视与 成角 透视 的特 点与 方法 ;

难点 ：平 行透 视与 成角 透视 的特 点， 并能 够运 用其 方法 进行 创作 。

三、 教学 方法

示范 法、 合作 学习 指导 法、 演示 法、 讨论 法、 练习 和实 践指 导法

四、 教学 准备

多媒 体、 画板 、素 描纸 、铅 笔、 橡皮 等

五、 教学 过程

(一)导入 新课

教师 多媒 体展 示自 己的 摄影 作品 ，引 导学 生观 赏， 并发 现作 品里 的

美丽 的景 色都 是我 们校 园里 的景 色 ，通过 引导 ，带学 生进 入本 课“ 描绘

我们 的校 园” 的学 习。

(二)直观 感知

多媒 体展 示同 一地 点， 不同 取景 的照 片， 引导 学生 观赏 并思 考： 这

几张 照片 表现 的是 同一 个景 色， 但是 效果 却不 同 ?为什 么?

学生 回答 ，教 师总 结并 讲授 取景 的技 巧： 找到 主体 物并 进行 背景 的

取舍 。

(三)具体 分析



1.教师 多媒 体展 示平 行透 视与 成角 透视 的图 片， 引导 学生 观察 并思

考： 这两 张图 片有 什么 区别 ?(小组 讨论 )

学生 交流 探讨 ，教 师讲 授观 察的 视角 不同 ，一 张为 平行 透视 ，一 张

为成 角透 视。

2.继续 引导 学生 仔细 观察 并思 考这 两张 图片 的视 平线 在哪 里 ?并请

学生 上台 画一 画。

学生 思考 ，教 师总 结： 图片 中建 筑物 与画 面及 视平 线的 关系 ，并 讲

授平 行透 视，也称 焦点 透视 ，立方 体有 一个 面与 画面 平行 ，有一 个消 失

点;成角 透视 ，也 称两 点透 视， 立方 体的 四个 面相 对于 画面 倾斜 成一 定

角度 ，纵 深有 两个 消失 点。

(四)示范 讲解

教师 边讲 解线 描写 生的 方法 边做 示范 ：

①为了 画面 的最 终效 果， 要通 过取 舍、 概括 才能 突出 主体 物。

②近景 、中 景一 般是 主体 景物 ，要 重点 刻画 ，远 景一 般是 背景 ，需

简练 、概 括。

③写生 时， 首先 选择 自己 要表 现的 主体 景物 ，对 影响 景物 特征 的细

节进 行取 舍， 分别 刻画 近景 、中 景、 远景 ，把 握画 面疏 密层 次。

(五)实践 展评

学生 根据 所学 知识 ，选 择校 园一 景， 画一 张线 描写 生画 。

完成 后， 教师 在班 级组 织举 行一 个小 型画 展， 学生 自主 参与 ，教 师

带领 学生 一幅 幅的 欣赏 ，其他 同学 和老 师给 予评 价 ，并猜 猜它 是校 园什

么地 方的 景色 。



(六)小结 作业

教师 总结 本节 课内 容， 学生 谈谈 本节 课收 获。

学生 课下 可以 用线 描的 方法 记录 自己 身边 的景 色。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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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模拟试卷

一的参考答案及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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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