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美术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模拟

试卷二

一、 单选 题(共 26 题， 每题 2 分， 共 52 分)

1.春秋 战国 时期 的书 法形 成了 中国 书法 史上 的第 一个 高峰 ，这 一时

期常 用的 文字 是我 们今 天所 说的 ( )。

A.楷书 B.隶书 C.小篆 D.大篆

2.明代 的( )创作 了一 种 “樱桃 小口 ，下 巴尖 尖 ”的仕 女艺 术形 象。

A.唐寅 B.沈周 C.仇英 D.戴进

3.《骏 骨图 》是 ( )的代 表作 品。

4.下列 工艺 属于 ( )。



A.漆器 B.珐琅 C.料器 D.彩陶

5.“撞水 ”“ 撞粉 ” 是居 巢和 ( )所创 。

A.高剑 父 B.高奇 峰 C.陈树 人 D.居廉

6.由黄 成编 著、 杨明 作注 的中 国历 史第 一部 论述 漆器 工艺 的专 著是

( )。

A.《园 冶》 B.《考 工记 》 C.《髹 饰录 》 D.《芥 子园 画传 》

7.倪云 林参 与造 园的 一个 园林 ( )成为 了佛 家讲 经说 法和 文人 赋诗 作

画之 圣地 。

A.拙政 园 B.网园 C.狮子 林 D.圆明 园

8.表现 主义 的先 驱蒙 克出 生于 ( )。

A.德国 B.法国 C.挪威 D.意大 利

9.下列 属于 19 世纪 印象 主义 的艺 术风 格是 ( )。

A.重素 描 B.重永 恒 C.重瞬 间 D.重装 饰

10.如图 ，该 作品 为古 希腊 古典 时期 ( )的作 品。

A. 皮弗 格拉 斯 B.米隆 C.菲迪 亚斯 D.留波 西斯

11.雕塑 《圣 德列 萨祭 坛》 是巴 洛克 艺术 大师 ( )的巅 峰之 作



A.贝里 尼 B.贝尼 尼 C.罗丹 D.米开 朗基

12.风俗 画家 维米 尔在 作画 时喜 欢用 哪两 种色 调描 绘市 民家 庭妇 女

的日 常生 活( )。

A.蓝红 B.黄蓝 C.红黄 D.红绿

13.对于 课程 性质 中“美术 课程 强调 愉悦 性”的解 读，以下 做法 正确

的是 ( )。

A.教师 可以 上课 以营 造情 境为 核心 ，多 给学 生看 视频 、欣 赏音 乐，

不用 太关 注知 识结 构本 身。

B.可以 脱离 教学 大纲 来编 排一 些适 应学 生兴 趣的 美术 课程 。

C.动手 实践 的部 分可 以随 便安 排， 学生 自由 操作 ，教 师不 予置 评。

D.在教 学活 动中 多以 启发 式教 学的 方式 引起 学生 思考 、讨 论， 从中

领悟 到本 课的 重点 。

14.以下 关于 教学 设计 的叙 述不 正确 的是 ( )。

A.教学 设计 是教 师在 教学 实施 前根 据教 学对 象和 教学 目标 ，将 教学

诸要 素有 序、 优化 地安 排， 形成 教学 方案 的一 种决 策

B.教学 设计 主要 解决 教什 么、 怎么 教的 问题

C.教学 设计 的根 本特 征是 追求 教学 系统 的整 体优 化

D.教学 设计 只有 以 “教 ”为中 心的 一种 形式

15.对于 农村 和边 远地 区学 校的 美术 资源 开发 ，以 下说 法正 确的 是

( )。

A.农村 地区 应该 构建 现代 化的 网络 媒体 资源 ，引 进许 多优 质课 程。



B.农村 地区 应当 因地 制宜 ，结 合本 地特 色开 发相 关美 术课 程资 源，

也可 以利 用当 地的 一些 自然 、人 文景 观。

C.如果 条件 允许 的话 ，可 以举 办大 型的 美术 展览 ，引 导更 多的 学校

重视 美术 课程 ，实 现课 程功 能的 转变 。

D.农村 地区 基础 设施 落后 ，对 于一 些大 纲要 求的 课程 ，完 成不 了的

可以 自觉 忽略 。

16.下列 选项 中，不属 于《 义务 教育 美术 课程 标准 (2011 年版 )》中“基

本理 念” 的是 ( )。

A.面向 全体 学生 B.关注 文化 与生 活

C.注重 创新 精神 D.强调 趣味 性

17.课程 标准 中指 出， “综合 · 探索 ” 是认 识美 术与 ( )之间 的关 系，

进行 探究 性、 综合 性的 美术 活动 ，并 以各 种形 式发 表学 习成 果。

A.语文 、历 史、 政治 、地 理 B.自然 、生 活、 文化 、科 技

C.社会 、学 校、 班级 、个 人 D.创造 、表 现、 设计 、欣 赏

18.“欣赏 · 评述 ” 领域 7-9 年级 的评 级要 点中 ，学 生描 述和 分析 美

术作 品的 意义 和审 美特 征，写出 ( )字以 上的 评论 文章 ，并有 兴趣 与同 学

讨论 、分 析现 实生 活中 发生 的美 术现 象或 事件 。

A.300 B.400 C.500 D.600

19.一次 上《写意 动物 》一课 时 ，周老 师先 向学 生展 示了 几件 大师 的

作品 ，紧接 着给 学生 示范 了水 墨松 鼠的 画法 ，之后 让学 生就 自己 感兴 趣

的动 物进 行自 由创 作;学生 听的 一知 半解 ，结 果课 堂练 习的 时候 很多 学

生都 画不 出来 。请 问， 周老 师本 课最 核心 的问 题是 ( )。



A.周老 师还 应该 给学 生看 几个 大师 作画 的视 频， 因为 一般 人对 于中

国水 墨动 物画 的理 解不 深。

B.因为 是水 墨动 物， 技法 性较 强， 周老 师应 该让 学生 临摹 。

C.周老 师本 节课 缺乏 对比 ，应 先将 水墨 画技 法与 其他 学生 学过 的动

物画 技巧 相联 系， 这样 更有 针对 性。

D.本堂 课笔 法、 墨法 之前 学生 就学 过， 因此 兴趣 不大 。

20.美术 教学 评价 的功 能包 括( )。

A.导向 、监 控、 研究 B.导向 、监 控、 奖励

C.导向 、奖 励、 研究 D.导向 、监 控、 诊断

21.单元 学习 活动 结束 之后 ，教师 对各 学习 小组 成绩 进行 了统 计 ，结

果显 示某 小组 的得 分为 各组 最低 分 ，教师 针对 这种 情况 处理 方式 不恰 当

的是 ( )

A.单独 召开 小组 洽谈 会， 鼓励 学生 迎头 赶上

B.单独 召开 该小 组座 谈会 ，切 实了 解问 题所 在

C.分析 组员 组成 ，看 成员 搭配 是否 合理

D.在课 堂上 批评 该小 组对 待活 动的 态度 不认 真。

22.以下 对教 学策 略的 理解 错误 的是 ( )。

A.教学 策略 是教 学过 程中 形成 的方 法组 合

B.教学 策略 对教 学行 为有 指向 性

C.教学 策略 包括 激发 学生 兴趣 的策 略、 情景 教学 策略 等多 种策 略

D.教学 策略 即教 学方 法



23.线描 教学 中，王老 师为 了激 发学 生的 兴趣 ，在教 学中 让学 生分 组

聆听 MP3 中不 同的 声音 ，通 过体 验与 联想 ，讨 论后 用线 描的 方式 表达

听到 的事 物， 王老 师采 取的 教学 策略 是 ( )。

A.贴近 生活 ，激 发兴 趣 B.创设 情境 ，激 发兴 趣

C.多给 鼓励 ，激 发兴 趣 D.巧妙 设疑 ，激 发兴 趣

24.以下 对教 师创 设情 境的 教学 策略 描述 不正 确的 是 ( )。

A.联系 生活 实际 ，拉 近学 生与 生活 之间 的联 系， 利用 生活 展现 创设

情境

B.创设 情境 时以 形象 为主 体， 引发 学生 一定 的态 度体 验， 从而 帮助

学生 理解 教材

C.尝试 多种 策略 结合 的方 式， 如实 物演 示、 音乐 渲染 等

D.利用 表演 体会 情境 ，让 学生 的专 业水 平达 到新 高度

25.在课 程教 学评 价中 ，教师 设计 的评 价表 中包 含了“ 自评 ”和“他

评” 部分 ，这 里体 现的 评价 思想 是 ( )。

A.评价 内容 单一 B.评价 主体 多元 C.评价 手段 单一 D.评价 结果 定

性

26.学校 教学 工作 评价 包括 师资 队伍 评价 、教学 活动 评价 、教学 绩效

评价 和( )等。

A.教学 管理 评价 B.学生 发展 的评 价

C.学生 阶段 性发 展评 价 D.课堂 参与 度评 价

二、 简答 题(共 4 题， 每题 7 分， 共 28 分 )

27.简述 欧洲 17 世纪 艺术 的分 布特 点。



28.简述 教学 方法 、教 学方 式、 教学 模式 、教 学策 略的 区别 。

29.简述 美术 教材 的呈 现方 式。

30.作为 一名 初中 美术 老师 ，怎 么样 选择 教学 内容 ?

三、 案例 分析 题(共 2 题， 每题 20 分， 共 40 分)

31.某美 术教 师在 上初 二《西湖 的美 景》一课 时 ，将重 点是 教水 彩画 。

为了 使学 生在 学之 前能 对该 课产 生兴 趣 ，第一 节课 他用 多媒 体展 示并 介

绍了“ 西湖 旧十 景”和“西湖 新十 景 ”在同 学们 陶醉 与西 湖美 景的 同时

介绍 水彩 画就 特别 适合 表现 西湖 这种 淡雅 、雨雾 朦胧 的自 然景 象 。接着

提出 一个 有意 思的 问题 “大家 知道 西湖 的由 来吗 ?”带着 西湖 神话 传说

的由 来，引出 有关 西湖 的诗 词，特别 介绍 了苏 东坡 的《饮湖 上初 晴后 雨

之一 》。然后 借着 苏东 坡谈 及一 些课 外知 识“西湖 特色 菜 — —东坡 肉和

西湖 醋鱼 的由 来”让学 生在 进入 水彩 画的 学习 前 ，丰富 学生 的课 外知 识

的同 时提 高学 习的 兴趣 。

问题 ：依 据美 术新 课程 的理 念， 从优 点、 问题 、建 议三 个方 面对 该

教学 安排 进行 分析 与评 价。

32.秦老 师在 教《蓝布 印花 》一课 时 ，将“熟悉 中国 民间 艺术 的制 作

方法 ”做为 教学 重点 ，上课 时他 首先 展示 了一 些旧 时期 蓝印 花布 的民 间

艺术 作品 ，还讲 了蓝 印花 布的 历史 小故 事 ，接着 秦老 师展 示了 蓝印 花布

图片 的作 品， 让同 学们 开始 课堂 练习 。

依据 美术 新课 程的 理念 ，对 该教 学安 排进 行分 析与 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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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教师网 

（http://www.ahjszgw.com/）或关注公众号：安徽省教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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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