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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像（雕塑） 1957  亨利·摩尔 (英国)

1

同学们，这件雕塑作品给你什么印象呢？请从表现手法上分析它的特征！

这是亨利·摩尔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的总部创作的一件纪念性雕塑。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使命——“为实现世界和平和人类繁荣，促进人们对知识的追索”令亨利·摩尔

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努力找寻恰当的艺术方式表达这一理念。他希望当人们面对这件作品

时，能感受到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提示

色彩赋予我们不同的视觉体验与联想：红色象征着热

烈、奔放与冲动；蓝色代表纯净、理想，体现着永恒��

而不同颜色的组合又激发我们更加丰富的联想。色彩的联

想，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绘画创作，而且也能帮助我们

提高美化生活的能力。

艺术实践

热烈、温和、甜美、宁

静、轻柔、清秀、欢乐、失望。

选择其中的一个词语，

用你喜欢的表现方式和恰当

的色彩，创作一幅能体现这

个词义的作品。

我的发现  

色彩的联想是人们在生活中通过对色彩的感知而联想到其他事物的心理活动过程。

热烈的

凉爽的可爱的

自然的

学生作品

我爱探究

1.你最喜欢本课的哪一幅作品？它的色彩使你

产生哪些联想？

2.如何利用色彩的象征性，恰当地组合颜色，

以表达自己的情感？

我会评价  我能用色彩表达出      感觉。  看谁的画面能让人联想到绘画主题。

在色彩斑斓的

世界中，人们一看到

绿色就会想到万物复

苏的春天，一看到蓝

色就会想到晴朗的天

空��色彩能使我们

产生许多的联想，常

给人留下深刻的记

忆。在作品《黄河》

中，大面积的黄土色

无边无际，唯有白

色浪花在画面漂流回

转，让人不禁联想到

我们的母亲河——黄

河，她孕育了胸怀博

大、源远流长的中华

文明。

黄河 ( 油画） 1993  吴冠中

春日

夏夜小夜曲

甜美

绿，来自您的手 ( 招贴画） 1989  陈绍华

鲁杰恩近郊的公园 ( 油画） 1938  克利（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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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将所要表现形象的各个部分加

以组织和适当的配置，构成一个协

调完整的画面，这就是构图。它包

括形象的大小、位置、轻重虚实、

相互间的空间距离，以及色彩的衬

托、对比、互补、呼应等。本课应

注意使瓶花大小适中、位置恰当，

画面的安排要饱满而富有变化，主

体突出。

进行色彩静物写生时，常以静

物中的一个主要色彩来统一画面，

从而形成某种色调。

花瓶 ( 粉彩） 1914  雷东（法国） 玉兰花 ( 油画） 1973  庞薰

苏轼诗中有：“边鸾雀写生，赵昌花

传神。”说的是艺术家向自然学习，并能把

对象写活的意思。写生可以培养我们用自

己的眼睛和心灵去观察、感受生活，认识

世界，同时可增强我们对美的感受和表现

力。《玉兰花》画面色彩丰富、宁静、淡

雅，中国式的花瓶高雅、优美，背景的颜

色根据主体需要而设计，衬托出玉兰花的

清香，沁人心脾。画家运用丰富的色彩、

轻松的笔触和富于装饰性的表现方法，生

动地展示了瓶花的特点，表达了对生活的

热爱。

白
芍
（
油
画
） 

1
9
7
4
 
 

卫
天
霖

瓶花写生方法

花卉写生的画法很多，本课学习两种常用的方法：

1.以线勾出物象的轮廓和结构关系，然后平涂填

色。通过线与面的对比，使画面富有装饰美感，如《玉

兰花》。

2.在铅笔稿上用色彩直接塑造形象，注重表现体积

感和空间感，如《白芍》。

这两种方法都应使各种色彩和谐地组织在一起。 

1. 用深蓝色或黑色起稿。

横构图

竖构图瓶花写生步骤

2.铺色并深入刻画。 3. 完成。

我爱探究

本页三幅作品表现方法上有什么不

同？色调上各有什么特点？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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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图案历史悠久，是人们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有的艺术样式，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吉祥图案的内容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事物，表达了人们追

求幸福、长寿、喜庆、吉祥的愿望，具有健康向上的情趣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吉祥图案因有强

烈的艺术性和独特的民族性而得以代代相传。

屏风下部裙板 ( 木雕）　清代手炉 ( 景泰蓝）　清代

我的发现

本页的作品，通过纹样、谐音和文字来

构成吉祥图案，寓意美好。

长命锁（银饰）

清代

艺术实践

仔细观察、

分析瓶花的特征，

运用学过的水粉

知识，完成一幅瓶

花写生作品。

我爱探究

1.从花的造型、色调和构图等方面

欣赏高更和塞尚的作品，并谈谈自己的

感受。

2.观察要表现的瓶花静物，想一

想，用哪种方法表现更合适，为什么。

学生作品

我会评价  我能用水粉颜色完成瓶花写生。□ 看谁的作品色彩丰富，构图得当。

百合

山花 静谧

花束

3 吉祥图案3

提示

吉祥图案是通过

某种自然的或想象的物

象，以寓意、谐音或附

加文字等形式，组成具

有一定吉祥寓意的装饰

纹样。

有浮世绘的静物 ( 油画） 1889  高更（法国） 花瓶和苹果 ( 油画） 1887  塞尚（法国）

这件长命锁经过锤揲加工制作而成，图案边框为

如意云头形，中央一童子在荷叶上嬉戏玩耍，四周饰

以花纹、蝙蝠、仙鹤、水波等纹样，浮雕图案线条流

畅，造型优美生动，凸显出如意富贵的吉祥寓意。此

银器做工精细，纹样精美，不失为一件优美的民间工

艺美术作品。

小知识

儿童戴长命锁是中国民间的一种习俗。人们认

为佩戴这种饰物可以让儿童避灾去邪，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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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践

观察本课的图例，选一件你喜欢的作品，

思考吉祥图案所表达的寓意。查阅资料或询问老

师、家长，了解相关的故事及民间传说，分析表

现手法，写出100字左右的评述文章，说说你的

理解与感受。

连连有余 ( 剪纸）　现代

鲤鱼跳龙门 ( 年画）　清代

镜套 ( 刺绣）　清代

我会评价  我知道了吉祥图案由   、   、   构成。□ 看谁对吉祥图案的理解正确。

我爱探究

1.本课中的作品，你最喜欢哪一件？

说一说它的用途和吉祥图案的寓意。

2.生活中常见的吉祥图案都用在哪

里？它们运用了哪些表现手法？

3.查找资料，根据吉祥图案写出吉祥

话，并分析它的表现手法。看看哪个小组

写出的吉祥话多。

上面花瓶采用粉彩透雕工艺，瓶体上四

圆开光格外引人注目，分别以春、夏、秋、冬

园林景致为题材。瓶体上所绘吉祥图案丰富多

样，有莲花、石榴、如意、菊花。石榴与菊花

寓意“多子安居”；花瓶与象首取意为“太平

之象”。此瓶设计精巧、端庄华丽，是瓷器中

吉祥图案的经典之作。

粉彩透雕花瓶 ( 瓷器）　清代

照壁盒子图案 ( 浮雕）　清代

铺地 ( 镶嵌）　清代

粉彩透雕花瓶 ( 瓷器 局部）　清代

漆盘 ( 漆器）　

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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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一张长方形牛皮纸剪、

卷、粘成人物的头部和躯干。

纸造型人物制作步骤

2.用彩纸装饰躯干，再把两

张彩纸卷成筒，剪、折成双臂。

3.把彩纸卷成锥体做下身，再

用牛皮纸剪出手粘入双臂中。

4.制作五官、头饰及道

具，组合完成人物的造型。

成语是指人们长期以来

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

或短句。成语通常源于古代寓

言、历史故事和古典诗文，它

们不仅寓意深刻，而且形象生

动，堪称中国语言文化中的瑰

宝。左边这件泥塑作品，成功

地表现了《负荆请罪》这一成

语故事。廉颇悔恨莫及和蔺相

如不计前嫌的神态，在民间艺

术家的手中被刻画得惟妙惟

肖。这件作品不失为一件民间

泥塑的佳作。

负荆请罪 ( 泥塑） 现代  张景祜

我的发现

纸雕塑运用剪、贴、

折、卷等方法制作而成。

4 成语故事4

小知识

纸雕塑，是艺术家利用各种纸材来制作的雕塑作品，单色或彩色

都有，体量不大，精巧可爱。

纸张可以是谦和而恭顺的，也可以是诙谐而张扬的。纸张可以成

为表现精彩创意的手段，在我们各种奇思妙想的催化下，它可以变成可

爱的艺术作品。看，把纸圈成圆筒，再经精心的艺术加工，纸张一下就

变得立体和形神兼备，表情之逼真、姿态之传神，让人惊叹！

鸟 ( 综合材料） 现代  考德尔（美国）

自相矛盾 教师范作
一鼓作气 教师范作

亡羊补牢

秦俑 

教师范作

动物造型 

教师范作

5.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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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标题文字应

醒目、突出、易

懂，可加边框美

化，以示强调。

说明文字

简明扼要，

语句生动，常用

颜色区分重点部

位，字体宜轻松

活泼。

装饰图案

颜色多选择

柔和色，图案要

简洁大方，起到

均衡构图、活跃

版面的作用。

插图

配合主题，

主体形象多采用动

漫形象，造型要美

观可爱，在视觉上

让观者增强兴趣，

引起注意。

在现实生活中，招贴应用

非常广泛，是各类节日庆典和商

业活动经常采用的宣传手段。其

色彩强烈，表现形式多样，常通

过生动有趣的动漫形象来引人注

意。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种方

法，为我们的校园活动绘制动漫

招贴吧！

艺术实践

利用彩纸、牛皮纸

及相关材料，与小组同

学共同设计制作一件表

现成语故事的纸造型。

我会评价  我能用纸造型的方法表现成语故事。□ 看哪组的成语故事表现得明确又生动。

我爱探究

1.说一说本课中的作品分别表现的是

哪个成语故事。想一想哪些成语适合用纸

造型来表现。

2.小组研究，选定一个成语后，根

据人物生活的年代，讨论人物的服装、道

具、环境应该怎样设计。

3.制作作品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5 动漫形象招贴5

学生作品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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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

我会评价  我学会了用动漫形象来设计招贴。□ 看哪组的招贴艺术性强，富有吸引力。

我爱探究

1.校园中哪些活动适合用动漫形象招贴？

2.怎样设计一张动漫形象招贴？

说明文字示例

装饰纹样示例

标题文字示例

我来体验

动漫形象招贴的文字与图案应该怎

样搭配？学着写一写、画一画本页提供

的美术字和图形纹样吧！

义捐招贴

腰鼓队招生招贴

艺术实践

根据校园活动的实际需要，小组研究，合作完成一张动漫形象招贴。

我的发现

在 学 校

的报栏、住宅

小区的宣传栏

以及商店的广

告上可以看到

各种动漫形象

招贴，它们给

我留下了极为

深刻的印象。

迎新年 大抽奖

1. 剪出字形。

招贴制作步骤

2.安排布局。

3. 装饰。

4. 完成。

疲劳（招贴） 2011 梁庆鑫 别担心，快乐点！（招贴） 2006 

萨菲琳娜·艾尔维拉（美国） 

我爱怪兽（招贴） 2011 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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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探究

1.想一想，生活中哪

些材质的肌理有特点？

2.怎样综合利用学过

的版画方法进行创作？在

制作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

问题？

我的发现

生活中的许多自然物有

着丰富的外形和肌理。

1.用树叶拓印背景。

4.用橡皮印长颈鹿身上的花纹。

综合版画制作步骤

5.完成作品。

棠梨山 ( 综合版画） 现代  贺

制 作 版 画 的

方法可真多！纸版

画、吹塑版画、实

物 版 画 、 活 动 版

画��形式多种多

样，充满了制作的

乐趣。你有没有想

过，如果我们把学

过的版画方法综合

运用，还会收到许

多意想不到的有趣

效果呢！你也来试

一试吧！

综合版画是利用生

活中自然物的肌理与形

象，结合不同的美术媒

材，用剪、贴、拓印等

方法，将不同的形和肌

理组织成形象并构成画

面，最后通过印制所呈

现的一种版画作品。

3.对印长颈鹿。

6 综合版画6

2.完成画面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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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世界并不神秘。

收藏品可以是艺术家的画

作，也可以是民间艺人制

作的手工艺品；可以是自

己喜爱的玩具，也可以

是自己读过的图书��总

之，只要你认为有意义、

有价值的一切物品，都可

以收集起来，妥善保管，

变成自己的藏品。

瓷鸟　唐代  河南省博物院藏

走访民间艺术收藏家

提示

收藏分为分类收藏和主题收藏。类别一般有字画、

陶瓷、金银器、家具木器、玉器珠宝、钱币、票据、图书

等。主题收藏是以藏品的一定思想内容为依据所进行的收

藏活动，如毛主席像章收藏等。

艺术实践

发现生活中各

种有肌理的物品，

结合学过的版画方

法，制作一幅构图

饱满的综合版画。
学生作品

我会评价  我学会了用多种材料制作版画。□ 看谁的版画能巧妙运用身边的材料。

猫

动物装饰

炕头狮（石雕） 现代  陕西

门神（年画） 现代　山东

我能创新

我能巧妙利用不同媒材的肌理拼合在一起，

产生出奇妙的效果。

7 走进收藏世界7

斑马 教师范作 瓶花 教师范作

十二生肖虎（剪纸） 现代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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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探究

1.收藏有什么意义和乐趣？

2.想一想，为什么要分类或按主题进

行收藏？

艺术实践

在小组中介绍你的

收藏，展示相关的藏品

和资料，说一说自己在

收藏过程中的趣闻。

学生收藏

我会评价  我知道了收藏的意义。□ 看谁能把自己的收藏品介绍得既具体又有趣。

我的发现

收藏的种

类多种多样，

这两页就是同

学们收藏的民

间玩具、门票、邮

票、小挂件等。

首饰 ( 银） 清代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 2008

展览门票

各国邮票

马 ( 泥 )  现代

虎 ( 布） 现代

套娃 ( 木）现代　俄罗斯

提示
从以下几方面介绍藏品：

1.对藏品的描述。

2.材料。

3.收藏时间。

4.艺术性。

5.如何保存。

6.收藏的价值。

7.收藏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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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探究

说一说这些建筑设计时参考了哪些建筑造型的特点。

我爱探究

分组查找资料，分析

左下四座建筑分别是什么

风格样式？有什么特点？

8 北京的建筑8

人民大会堂  1959

中国美术馆  1963

全国农业展览馆  1959

北京展览馆  1954

民族文化宫  1959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

代北京兴建了一批大型建筑，其

故宫  明清    

旧前门火车站  清代 天主教东堂  清代 

北海白塔  清代

北京是一座有八百多年

建都史的古都，也是一座现

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漫步在

北京的街头，你就会发现有

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风格各

异的建筑，北京就像是一座

建筑博物馆。

由于西方文化的影

响，北京出现了一些西式

风格的建筑。坐落在王府

井的天主教堂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它建于1655

年，是砖木结构。
正阳门  明清

中的十大建筑至今仍是人们引以为荣的建筑精品。

特别是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和北京火车

站等建筑，呈现新中国首都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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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评价  我知道了北京的建筑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 看哪个组绘制的地图精美又实用。

首都博物馆  2005

交通图

北京老地图 (局部) 清代
学生作品

我来体验

1.向大家介绍1—2座你印象最深的、课本

之外的北京建筑。

2.尝试用简洁的方法表现出你家附近的标

志性建筑。

艺术实践

小组合作，查找资料，讨论确定大家最

感兴趣的八座建筑，用简洁的方法把它们标

注在自己所画的地图上，并对这些建筑写出

文字说明。

中央电视台新址  2009 

三元立交桥  1984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更加壮观、漂亮的现代建筑拔

地而起。立交桥作为建筑的新样式为北京增色不少。一

些国内外著名建筑师为北京设计的体育场馆、博物馆、

图书馆、展览中心、商务中心、大剧院、饭店等现代建

筑已成为北京城的新亮点。

国家体育场  2008

东三环北路 北京老城区

景观平面图 教师范作

天坛 教师范作

风景 教师范作

建筑 教师范作

牌坊 教师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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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实践

以北京的古建筑为题材，

运用学过的雕、刻、印压、镂

空、卷、粘等泥塑方法，创作

一件泥塑作品，并写出该作品

的艺术特色。

我的发现

北京有许多著名的古建筑，它们的外形独具特色。

十三陵大华表　明代

我会评价  我能用泥塑来表现北京的古建筑。□ 看谁的作品能体现出北京古建筑的特点。

北京是世界上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保存有

许许多多凝结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古建筑，如故

宫、长城、天坛、颐和园、北海、潭柘寺、孔庙

等。这些建造精美、多姿多彩的北京古建筑，反映

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智慧，向世人展示着灿烂悠久的

中华文明。

北海公园内的九龙壁　清代

颐和园三孔石桥后的牌楼　清代

我爱探究

1.说一说，本页下面的这两座北京

古建筑在造型上有哪些不同。

2.想一想，可以用哪些泥塑技法制

作你最喜欢的古建筑。

学生作品

华表

天坛祈年殿

九龙壁局部

牌楼

纪念币

塔

9 泥塑——古建筑9

北京地铁平安里站浮雕——四季平安（浮雕 局部） 2013 路盛章等

盼（雕塑） 2014 孙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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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1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先后通过了36项中国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不

乏与美术密切相关的中国剪纸、中国篆刻、中国书法等。我国已公布的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中也有大量属于民间美术的项目。今天，就让我们从美术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吧！

提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

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

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包括五个方面：

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表演艺术。

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

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我爱探究

你知道世界和中国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

的具体含义吗？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

提线木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福建泉州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陕西华县

抓髻娃娃剪纸（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山西吕梁

2006年，12项木版年画被列入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年

画，通过谐音寓意和通俗的绘画语言表达人们的美好愿望。一千多年

来，民间艺人通过父传子承的方式创作了一批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

木版年画，逐步形成了天津杨柳青、河南朱仙镇、山东杨家埠、河北

武强、江苏桃花坞、湖南滩头、四川绵竹、福建漳州等年画产地。  

我爱探究  

1.本页有关儿童的

年画，题材类似，但表现

手法却大相径庭。比较一

下它们在人物造型和色彩

方面有哪些不同。

2.两幅类似的《和

气致祥》年画在细节及用

色处理上却有很大不同。

江苏桃花坞位于富庶的江

南水乡，其年画体现着强

烈的市民文化特征；湖南

滩头是湘西南偏僻小镇，

作品给人古拙豪放之感。

想一想，年画的艺术特点

与其产地及当地人们的喜

好有什么关系呢？  

万象更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天津杨柳青

连年有余
(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山东杨家埠�

和气致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江苏桃花坞

和气致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湖南滩头

截至2011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先后通过了36项中国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不

10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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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2006年被列入我国第一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国一种传统的民间

艺术，较有代表性的有天津“泥人张”泥

塑、无锡惠山泥人、陕西凤翔泥塑、山东

高密泥塑、河南浚县的“泥咕咕”等。 

“泥人张”泥塑创始人张明山，后

经张玉亭、张景祜等几代人的努力，所塑

作品不仅形似，而且以形写神，达到神形

兼具的境地。“泥人张”泥塑用色雅致明

快，用料讲究，所捏的泥人作品历经久

远，不燥不裂，栩栩如生，在国际上享有

盛誉。             

我爱探究

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若想保持长久的

生命力，都需适应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审美习惯的

变化，这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性之

一——流变性。想一想为什么“泥人张”彩塑

始终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尝试从人物造型、色

彩、材质等方面谈谈本页几代“泥人张”传人的

作品有哪些不同。

吹糖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代  张玉亭

渔樵问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清代  张明山

惜春作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代  张景祜 生肖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代  张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少非物质

文化遗产处于失传边缘，民间艺人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倾注了大量心血。

我国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和利用，制定了相关措施，启

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鼓励传承人收徒传艺，并成立了相关博

物馆等。

艺术实践

1.选取一种你家乡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从社会环境、民众心理、

保护现状、传承人等方面搜集资

料，制作一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宣传板报。

我会评价  我知道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看谁知道我国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猪八戒吃瓜（剪纸动画片）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年画作坊 河北武强县年画博物馆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图书）

2.选取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尝试比较

分析不同地域该遗产呈现的不同艺术特点。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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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戏服

现代

我的发现

北京有很多入选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与

美术有关。

北京厂甸庙会

　　逛庙会在北
京 有 悠 久 的 历
史，诸多庙会中
厂甸庙会最负盛
名，每逢春节期
间，到琉璃厂逛
庙 会 的 游 人 最
多。这里既有香
味诱人的传统小
吃，又有造型精
美 的 风 车 、 风
筝、空竹等传统
特色商品。天桥
中幡、北京抖空
竹、湖广会馆京
剧等精彩表演，
为庙会增添了无
限光彩。

2006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

518项，其中北京入选13项，它们是智化寺京音乐、昆曲、天

桥中幡、象牙雕刻、“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荣宝斋木版

水印技艺、厂甸庙会、京西太平鼓、京剧、北京抖空竹、景

泰蓝工艺、雕漆工艺、同仁堂中医药文化。其中很多都与美

术有关。

虢国夫人游春图（木版水印　局部） 荣宝斋 

狮子绣球扁瓶 ( 景泰蓝）　清代

剔红洗桐宝盒

（雕漆）　清代

我会评价  我知道了   项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看哪组的宣传小报形式美观，内容丰富。

学生作品

艺术实践

收集、整理已批

准和正在申报的北京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

料，小组合作设计北

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小

报并在班级里展示。

糖人 现代
风筝  现代

我爱探究

你接触过哪几项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大家谈谈如何保护。

11 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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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的前身是15世纪以前欧

洲绘画中的蛋彩画。早期油画强调

写实，20世纪以后朝多元的方向发

展，出现了各种各样新艺术的实

验者。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传教

士将油画传入中国。19世纪末20世

纪初，中国留学海外学习油画者渐

多，画坛相继出现一批油画家,油

画逐渐在中国得到发展。

我国自隋唐时期就有

了复制佛像的木刻版画，

以后又出现了书籍插图和

木版年画。2 0世纪3 0年

代，鲁迅先生提倡的现代

版画，在革命斗争中发挥

了战斗作用。

我 们 学 过 哪 几 种 版

画制作方法？版画与中国

画、油画在表现方法上有

什么不同？

绘
画
（
油
画
）

绘
画
（
版
画
）

齐白石（油画 ) 1954 吴作人

蒲公英（版画） 1959  吴凡

蒙娜丽莎（油画）1503—1505

达·芬奇 ( 意大利 )

我知道的油画家有          

                            ；
他们的代表作品分别是          
                            。

苹果和橘子（油画）1895 —1900  塞尚（法国）

回顾我们学习过的美术作品，你会发现，它们

有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设计艺术、电脑

美术等门类。了解这些美术门类的名称、历史、特

征、评价等，对提高我们的美术素养，全面地认识

和了解视觉艺术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画简称国画，是我国独有的画种，已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笔、墨、纸、砚是中国画

的主要工具。从画法上看，中国画主要分为写

意和工笔两大类；从题材上又可分为人物、山

水、花鸟等。

绘
画
（
中
国
画
）

我喜欢的中国画画家有                  ；他们的代表作品分别是                  。

六君子图（中国画） 元代　倪瓒

扑
枣
图 

(

中
国
画 

局
部
） 

宋
代
　
佚
名

12 美术学习回顾12

我们热爱和平（版画） 现代  李平凡

声如鼓吹 处处有之
（中国画） 1950 

 齐白石

我知道的版画作品

有                 ；

它们的特点分别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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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造型艺术之

一，分为宫殿、园林、

民居、宗教、陵墓、坛

庙、桥梁、公共建筑等

类型。随着人类社会的

不断发展，建筑的审美

功能逐渐被人发现。一

座好的建筑就是一件艺

术品，甚至是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一座城

市的象征。

华西里·柏拉仁诺教堂（建筑） 1555—1561  俄国

天坛祈年殿（建筑) 明清

建
筑

帕特农神庙（建筑） 约公元前 5世纪 希腊

故宫角楼（建筑）　明清

不 论 中 国 还 是

外国，从原始社会就

有了雕塑。雕塑分为

圆雕和浮雕两大类。

现代雕塑艺术风格多

种多样，如动感雕塑

等。城市雕塑在美化

城市环境中发挥了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昭陵六骏之一 —— 青骓（雕塑） 唐代

雕
塑

中国风（雕塑） 1999  严威 

掷铁饼者（雕塑 罗马复制品)

米隆 ( 古希腊 )
我了解的雕塑家有          

                            

              ；

他们的代表作品分别是          

                            

              。

猴妈妈和宝宝（雕塑） 1951  

毕加索（西班牙）

我了解

的建筑类型

有          

        ；

它们的代表

作品分别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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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探究

1.在学过的美术课中，你最喜欢的美术

门类是什么？说说喜欢的原因。

2.通过上美术欣赏课，你懂得了什么？

选择1—2条最重要的体会说给同学听。

九色鹿（动画片） 1981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红河哈尼梯田 (摄影） 
2011  杨德军

随着时代的进

步，美术的门类越来

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

展趋势，涌现出了电

脑绘画等许多新兴门

类，将来肯定还会出

现更多新的形式。

艺术实践

请你在本课选择一件感

兴趣的作品，通过查资料，

了解它的艺术特征、重要

性、评价以及所做出的独特

贡献，向同学们介绍，并说

出你的观点。

其
他

美丽的大企鹅 (电脑绘画） 20世纪
维纳切波（加拿大)

我会评价  我知道了    、    门类的名称和特色。  看谁对美术门类的介绍既准确又丰富。

民间美术是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创造

的艺术，包括剪纸、服饰、皮影、民间玩

具、面具、花灯、香包等，它们有着强烈

的地域特点和民族风格，因而区别于宫廷

的贵族艺术。它们造型质朴，色彩鲜艳，

取材方便，寄托着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

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民
间
美
术

黄花梨圈椅 

( 工艺美术） 明代

沙燕 ( 风筝） 现代

腰鼓（农民画） 现代  李秀芳

大刀门神（年画） 现代

工艺美术是指以美术技巧制成的各种有

实用价值并有欣赏价值的工艺品，可分为日

用工艺品（染织、陶瓷等）和观赏工艺品

（象牙雕刻、玉石雕刻等）。

现代设计出现在20世纪，它主要分为视

觉传达设计（标志、图形、字体、包装、广

告招贴、陈列、展示等）、产品设计

和环境设计等。

工
艺
美
术
与
设
计
艺
术

兔儿爷 ( 泥玩具） 现代

台灯 ( 产品设计 )  现代

电动汽车 (产品设计) 

 现代

皮影 ( 工艺美术 )  现代

景泰蓝双螭耳瓶

( 工艺美术） 现代

开心小镇 (动画片） 2009  中央电视台

我要读书 (摄影） 1991  解海龙

我了解的工艺

美术和设计艺术的

特点分别是            

              ；

它们的代表作品分

别是            

              。

我了解的民间美术种类有        

                                  ；

它们的代表作品分别是              

                              。

我了解的摄影家及其

他艺术家有            

                    ；

他们的代表作品分别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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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探究

1.下面这两幅照片你最喜欢哪一幅，为什么？

2.拍摄者在两幅照片中的表现意图有什么不同？

3.想一想，你最想在校园中的什么地方拍毕业照？

学生作品

艺术实践

运用所学的摄影知识和技法，

为将离开母校的同学拍摄毕业照片。

我会评价  我在母校拍出了满意的纪念照片。□ 看谁的作品更加温馨感人。

这张照片上的人物都是从事风光摄影的中国摄影家。拍摄者给画面中的人物安排

了不同的姿态，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画面构图均匀紧凑并

富有节奏感，将瞬间捕捉到的人物神态表现得十分完美。

提示

　　光线正对相机从被拍摄体背面照射过来时，称为逆光。

光线从相机的方向照射到被摄体上时，称为顺光。

　　当人物处于逆光环境拍摄时，将相机闪光灯设置为强

制闪光，会获得较理想的效果。

十位风光摄影家（摄影） 现代  王小宁

顺光拍摄效果

逆光拍摄未补光效果

逆光拍摄补光效果

毕业照属于

人像摄影。人像

摄影是通过摄影

的形式，在照片

上记录人物的形

象，同时表现人

物内心情感和性

格的重要艺术手

段。人像摄影还

可以获得纪实的

效果，可以用于

记录特定人群的

生存状态或生活

方式。

好姐妹

轮滑队

一起飞
同学

我来体验

在拍摄时注意选择背景。看

看本页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和背景之

间是否有不合适的地方。

13 我在母校留影(自学)13 有趣的集体照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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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探究

1.互相交流一下，你有哪些爱好，

你对好朋友衷心的祝愿是什么。

2.怎样设计有个性特点的联系卡？

艺术实践

结合自己的特点、爱好，设计制作一张或一套联系卡

送给同学。同学之间相互交流联系卡的设计思路。

学生作品

我会评价  我用心制作了我们的联系卡。□ 看谁的联系卡美观而富有个性。

马上就要毕业了，相处六年的

同学即将分手，心里真是舍不得呀！

亲手设计联系卡，把我们心中最美的

祝福和对未来的憧憬写在上面，作为

永久的纪念送给好朋友吧！

我的发现

联系卡有个人信息、联系方式、同学寄语等

内容，样式多种多样。

14 我们的联系卡(选学)14

班级联系卡 教师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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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设计教师页。新建一个文件，插入教师页背景，选择合适的位置
输入教师寄语等相关信息。

  7.设计学生页。可参考班级主页设计完成个人页面。

我来体验 
Powerpo int可以为插

入的图片添加多种效

果，为文字和图片设定

动画，也可以插入音

频、视频文件记录同学

们的声音和图像。大家

快来试试吧！

我爱探究 
1. 哪些人和事最值得我们留

到纪念册里？

2. 想一想，电子纪念册应该

由哪些部分组成？

3. 班级主页和个人主页该怎

么设计呢？

  5.设计班级主页。打开Powerpoint，在文件菜单中新建一个文件，插
入绘制好的班级主页背景图，并进行文字处理、插入照片等操作。

1.新建文件。打开绘画软件，设置班级主页的画

布大小，如：800像素×600像素。

六年级一班班级纪念册主页

2.线描稿。在纸上设计完成线描稿，输入到电

脑中，存储为JPEG格式备用。也可以使用数位板在电

脑上绘制。

3.上色。利用“倒色工具”或画笔工具绘出颜色。

提示

教师页文字内容应该包括姓

名、年龄、教龄、教授科目、教师

寄语等。

4.制作特效。输入动漫形象和文字，用操作工具

进行缩放、旋转、移动等特效操作。

电子毕业纪念册可以综合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机地整合文

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

以丰富而鲜活的形式留住我们的

美好记忆。

我的发现

通 过 数

位板的压力感

应，可以画出

有粗细、浓淡

变化的线条。

电子毕业纪念册制作步骤

15 电脑美术——毕业纪念册(选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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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评价  我学会了制作班级纪念册。□ 看谁做的个人页面个性突出又有艺术性。

学生作品
    

我能创新

个人主

页的风格可

以多样化。

同学们可根

据自己的不

8.页面安排。先将班级主页、教师页插入，再将学生页按学号插入。

艺术实践 
收集、拍摄相关资料，分小组设计班级主

页，竞标选出优胜作品。每人做出个人页面，美

术课代表组合完成班级电子毕业纪念册。

花样年华
我的老师们

毕业纪念册

同爱好，设计制作属于

自己的个性化页面。    

9. 美术作品。选择你小学阶段最满意的两件美术

作品插入在个人页之后，这样我们的毕业纪念册就完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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