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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素描 I（静物、头像写生）  课程代码：13112448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4学分 

学时：84学时（理论 12学时/实践 7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素描Ⅰ（静物与头像）》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针对刚入学学生的

特点，学生可以了解素描静物、人像头像的基本概念和表现手法，了解素描静物、人像头像

的形体结构，进一步加强结构、比例、空间、透视等相关专业知识的理解与应用，掌握画面

黑白灰大关系、空间关系、透视关系的处理，并能够深入刻画，尝试探索具体的艺术表现手

段，提高艺术审美和鉴赏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在内容的安排上，注重先后程序，从简单到复杂，由静到动。画法上，将线、面、

线面结合三种造型方法通过针对性训练，以利于广泛吸取中外历代绘画遗产中的精华，打好

全面的造型基础。依据人才培养目标与方案，使教学内容更有利于学生理解能力的提高，处

理好造型中局部与整体、内在结构与外在表现的关系。 

 

三  课程目标 

 通过专业理论知识的引导学习，培养学生通过对静物、人物头像的写生训练，进而加

深对基本形体的认识理解，以正确理解对象的透视、结构、解剖、明暗为目的，要求学生能

够运用基本规律对物体形象进行塑造，并善于把上述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在具体实践中必须

把精力放在对于造型观念和方法的理解和实际掌握上，达到本课程所要求的知识水平。 

本课程的具体要求是通过学习课堂讲解，使学生了解静物与头像的基本理论知识，如比

例、透视、结构；通过素描静物与头像的写生实践，使学生掌握正确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技巧；

通过评点和课堂讨论，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最终使学生将这些能融会贯通，培养创造力，

以便在今后的职业中灵活运用。总体目标是，通过素描静物与人像的训练，提高学生的造型

能力、审美鉴赏能力和创造力，了解静物与人像写生的一般规律，同时探索自己的造型语言。 

知识目标 

掌握有关素描静物与人像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表现形式与特点等，了解绘画工具的

特性及作画的基本要求，对素描绘画的基本步骤、绘画构图形式、造型的基本方法等要有正

确的认识，同时，对画面的认识上要把握整体与局部的相互关系，树立正确的观察方法。 

能力目标 

掌握素描静物与人像的表现能力，包括石膏几何体、静物、衬布、人物头部等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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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准确的描绘能力，体积和空间的表现能力，大关系与深入刻画能力，头像五官的塑造

能力，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和习惯，能够独立创作完整的素描静物与人像作品。 

素质目标 

掌握正确的鉴赏作品能力，具有正确、规范的绘画表现习惯，了解各种素描的风格和优

点的同时，可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具有良好自主学习和总结归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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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1 

素描静物

的基础知

识与表现

手法 

1.培养认识与理解静物形体的能力，把

物体的客观认识（理性）和在一定环境

中视觉感悟（感受）结合起来，处理好

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2.掌握静物的体积感、光感、质感、空

间感的表现方法； 

3.掌握素描静物画面黑白灰大关系、空

间关系、透视关系的处理； 

4.能够深入刻画，探索具体的艺术表现

手段，提高艺术审美和鉴赏能力。 

1.理论教学内容： 

（1）素描的基本概念； 

（2）素描的材料和工具； 

（3）造型的基本要素：三大面五调子、

透视、构图等； 

（4）观察与表现：静物写生中体积感、

质感、光感、空间感等。 

2.实践教学内容： 

（1）静物组合写生的作画要求和步骤方

法； 

（2）研究与分析画面构图及各种物体质

感的表现； 

（3）从整体关系角度出发，表现静物的

体积感、光感、质感、空间感。 

1.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培养

学生整体的、立体的、空间的

观察对象，学会将造型的各个

因素置于一个整体的关系中去

比较认识； 

2.树立一种观念：画素描就是

将三维空间中的物象形体感觉

在画面上（二维空间）表现出

来。 

3 24 

2 

素描石膏

像的基础

知识与表

现技法 

1.石膏像的原作都是希腊、罗马时期雕

刻杰作，是经过艺术大师艺术概括了的

形体，比例关系典型、形体结构准确、

整体具有协调美，在画石膏像素描中，

要置于艺术的熏陶与享受之中； 

2.通过描摹大师杰作，培养脑（心）、眼、

手三者整合的训练。 

1.理论教学内容： 

（1）为什么要画石膏像素描； 

（2）石膏像素描在美术学习中的意义和

作用； 

（3）大师石膏像素描分析。 

2.实践教学内容： 

（1）石膏像素描构图原则； 

（2）光线与阴影的表现； 

（3）石膏像素描写生技法。 

1.重点研究人的头部形象，画

头骨和三个角度有俯仰透视变

化的人物头像，头像的形体结

构关系及在空间中的透视变化

等； 

2.通过石膏胸像来研究头、颈、

肩、胸的形体结构在运动、透

视中的关系。 

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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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素描真人

头像的基

础知识与

表现技法 

1.真人头像写生的一般作画步骤方法； 

2.真人头像比例结构和形体结构关系及

特征，注意人物精神、心理、气质的刻

画与表现； 

3.掌握线、面、线面结合三种造型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头部形体结构的塑造； 

（2）人物头像写生：头部结构、比例、

透视的正确理解，面部肌肉、骨骼的学

习。 

2.实践教学内容： 

（1）头像写生的一般作画步骤方法； 

（2）五官比例的结构特征与刻画方法； 

（3）画面的节奏处理与画面关系调整； 

（4）素描造型方法的比较学习。 

1.掌握正确的观察方法，能较

深入地表现对象形体结构； 

2.注意整体感，塑造出可信的

形体在空间中的衔接、走向、

透视关系。 

3 24 

4 
素描作品

欣赏 

1.初步掌握素描作品的欣赏方法； 

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 

1.理论教学内容： 

中外大师素描精品赏析 

重点掌握素描作品的欣赏方

法。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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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选择可根据具体情况由任课老师选定。在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设计方

案推荐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

优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素描》.杨贤艺、董顺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素描技法》.王光辉.高等教育出版社（国家规划教材） 

[3]《伯里曼人体结构绘画教学》.乔治·伯里曼（美）.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2年 

[4]《素描教程》.邢小刚.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高等院校美术专业系列教材,高

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5]《素描》.王华祥.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6]《素描》.程丛林.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5年 

 

 

 执笔人：白雪勇 

审定人：李晓勇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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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色彩 I（静物、头像写生）  课程代码：13112450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4学分 

学时学分：84学时（理论 12学时/实践 7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色彩画Ⅰ（静物、头像写生）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直接关系到人才

培养目标的实现，是以水粉静物、头像写生为主要教学内容，以水粉画的基本技法为色彩基

础技法训练手段。弄清色彩画的特点；熟悉色彩画的工具和材料的性能，掌握色彩学的一般

基础知识和用色彩表现物体的基本规律等。掌握色彩静物和人物头像写生的基本画法和步骤

及用笔等表现方法，对色彩的研究和分析是美术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对色彩规律及其运用的

把握也是本专业学生必备的条件。 

该课程通常在素描 I（静物、头像写生）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构成基础课

程学习和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筑牢基础。为美术学专业其他课程奠定了基础，也起到了推动

与辅助的作用，符合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和相关师范专业领域的任职要求。 

 

三  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通过色彩理论的讲授和色彩实践的操作使美术学专业的学生初步掌握色彩画

的基本知识。并通过由浅入深、由简入繁的色彩临摹和写生训练。本课程主要的目的在于通

过色彩理论、静物写生、人物头像写生的教学，使学生基本掌握色彩的审美原理、规律及表

现方法，培养学生正确的观察方法，使学生具有较完整和独立的创造能力，提高艺术修养并

为专业课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并为学生今后在职业上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色彩知识技法原理等掌握基本调色配色方法和色

彩绘画规律； 熟练掌握用各种色彩表达技法，掌握水粉画的造型表现规律。 

能力目标 

通过对色彩静物写生、人物头像写生的学习，学会正确的色彩观察方法和色彩的表现技

法，掌握形体塑造原理和人物头部色彩分布规律；通过同学间的交流学习，尝试新技法运用。 

 素质目标 

 学会写生观察方法和色彩表现技法，培养色彩思维和创造能力，提高色彩审美意识，

能够在今后的绘画创作中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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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1 
色彩知识概

述 

1.掌握色彩画的基本概念；了解水粉画

的出现沿革与变迁，水粉画体系在基础

色彩教学的发展与演变； 

2.掌握水粉画主要的工具、材料特性以

及水粉画的基本特点，光色变化规律。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

人文修养，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1.色彩的分类和在绘画中的变

迁。 

2.色彩画在中国的发展与演

变； 

3.色彩画主要的工具、材料及

特性； 

4.色彩画的审美特征。 

1.学习色彩画要了解水粉画与油

画、水彩画、中国画的区别；了

解色彩画在国外的发展历史；各

种类型的色彩画传入中国后，各

时期色彩画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作

品； 

2.重点掌握水粉画的工具、材料

特性和水粉画厚重、灵活、覆盖

力强等基本特征。 

3 10 

2 
色彩画的方

法步骤 

1.掌握色彩画作画的基本方法与步骤； 

2.初步了解色彩画的各种调色配色方

法，掌握色彩画的干湿变化规律及用笔

塑造形体等基本技法；提高学生的构图

和表现能力；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1.整体入手的方法：形体、色

彩、空间、透视关系正确。 

2.局部入手的方法：形体表现

与色彩衔接，细节刻画。 

重点了解光色变化规律，运用

整体入手、局部入手的方法进行

水粉静物写生。 

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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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色彩画基本

表现技法和

特殊技法 

1.掌握不同色彩种类的画法和基本知

识、基本技能（如丙烯、水彩、油画棒

等。），掌握色彩画造型表现的基本规

律； 

2.提高学生运用色彩画工具材料和基

本技法表现对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观察能力、造型能力、表现能力、

发现美和鉴赏美的能力。 

3.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1.水粉画法； 

2.丙烯或水彩画法； 

3.干湿结合画法； 

4.色彩画的调色、用色技巧、

用笔技巧； 

5.色彩画的特殊表现技法。 

1．重点掌握水粉画法、丙烯或油

画棒画法、干湿结合画法； 

2.尝试运用水粉画的特殊表现技

法，追求水粉画特殊的肌理以及

各种笔触穿插的画面效果。 

4 28 

4 
色彩画作品

欣赏 

1.初步掌握色彩画作品的欣赏方法； 

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 
中外优秀色彩画家作品赏析 

重点掌握水粉画作品的欣赏方

法。 
2 0 

 

 

 

 

 



 

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

方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

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

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鼓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

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

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

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选择可根据具体情况由任课老师选定。在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设计方

案推荐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

优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色彩》.杨贤艺 傅小彪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2]《色彩教学》.陈晓林.辽林美术出版社，2010年 

[3]《水粉画教程》.张奇  李军、丁亮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 

[4]《色彩基础》.李峰  邓凌虹  邓后平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年 

 

 

 

 

 执笔人：黄燕云 

       审定人：李晓勇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https://book.jd.com/writer/%E6%9D%8E%E5%B3%B0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9%82%93%E5%87%8C%E8%99%B9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9%82%93%E5%90%8E%E5%B9%B3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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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写》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241）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专业基础教学部讨论制定，

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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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速写                     课程代码：13112241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1.5学分 

学时：36学时（理论 4学时/实践 3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速写》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是

培养学生造型能力和进行艺术构思的一种独立的、自由的表现形式，以研究如何率真的、直

接地表达艺术情感，迅速捕捉物象特征和即时记录创作构思为主要内容，使学生从造型训练

向造型创作过渡，是学生个性的绘画风格形成，同时也是本专业及时传递设计意图最为直接

的一门课程。  

   速写通常在素描、色彩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各专业方向专业课程的深入

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正确了解速写的真正含义；拓展速写工具、材料的特性及

使用方法；掌握速写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步骤。提升学生对物象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对画面整体

的概括能力，能够独立完成较完整的速写作品，培养学生科学的观察方法和便捷的造型技能，

以及自主学习、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创作、审美、鉴赏能力，增强审美情

趣和激发学生的绘画热情，为其今后的学习及工作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正确了解速写的含义；掌握速写工具、材料的特性及使用方

法；掌握速写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步骤，提升对物象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对画面整体的概括能力。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准确的描绘能力，结构的分析能力与塑造能力，培养眼（观

察）、心（理解）手（表现）的综合能力，能够独立完成较完整的速写作品。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观察能力、造型能力、表现能力、发现美和鉴赏美的能力，培养学生科学的观察方法和

便捷的造型技能，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意识，培养学生

持之以恒的品格与创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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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速写概述 

1.掌握速写的概念及其特点；速写的目

的及功能； 

2.掌握速写的工具及使用方法；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速写的概念及各种工具的特点； 

（2）速写的工具及使用方法； 

（3）阅读国内外速写优秀作品。 

1.学习时注意了解速写优

秀作品； 

2.重点掌握速写的表现方

法。 

1 0 

2 
速写的表现

方法 

1.让学生掌握速写学习方法及表现方

法； 

2.掌握速写的画法及步骤； 

3.提升学生对物象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对

画面整体的概括能力。 

1.理论教学内容： 

（1）速写的画法及步骤； 

（2）速写的表现技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从整体入手的方法进行实践训练； 

（2）从局部入手的方法进行实践训练。 

重点使学生掌握对物象敏

锐的观察能力和对画面整

体的概括能力。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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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物速写 

1．掌握构图的基本法则； 

2. 掌握人物动态比例和结构特征； 

3.掌握人物速写的一般方法、人物组合

的作画步骤； 

4.提高学生创作、审美、鉴赏能力。 

1.理论教学内容： 

（1）人物速写的意义及实用性； 

（2）掌握人物速写的基本画法，把握

构图关系； 

2.实践教学内容： 

（1）人物动态速写实践训练； 

（2）人物组合速写实践训练。 

重点掌握人物动态比例和

结构特点。 
1 11 

4 景物速写 

1.掌握景物速写的特点，认识景物速写

的重要性； 

2.掌握怎样取景和构图、透视及其规律、

把握环境特点、常见景物画法及作画步

骤； 

3.掌握处理好景物的构图关系； 

4.提高学生创作、审美、鉴赏能力。 

1.理论教学内容： 

（1）景物速写的特点； 

（2）认识景物速写的重要性. 

2.实践教学内容： 

（1）取景和构图、透视及其规律； 

（2）把握环境特点、常见景物画法、

景物画法一般作画步骤。 

重点掌握景物速写的构图

规律及作画步骤。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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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速写》.傅小彪.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主要参考书 

[1]《素描》.杨贤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速写》.王雷.辽宁美术出版社，2016年 

[3]《王华祥素描》.王华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4年 

[4]《速写》.刘刚.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年 

 

 

 

 

执笔人：田  露 

审定人：李晓勇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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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与透视》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05）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专业史论教学讨论制定，美

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18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解剖与透视                课程代码：13112505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3学分 

学时：64学时（理论 32学时/实践 3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解剖与透视》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技法理论课程。通过对这门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系统地掌握人体骨骼、肌肉、形体的结构特点，造型规律，以及绘画的平面、空

间处理的透视办法。与本门课程中，了解人体造型艺术中的结构特征和造型规律，运用透视

原理构建绘画的空间、平面关系，并学会对绘画基本技法语言的同构对应解读，掌握绘画内

容和形式的对应关系。并能熟练地运用所学解剖学、透视学理论知识及表现技能进行有关人

物结构的实践运用、平面空间构建等创作及美术教学活动。 

 

三  课程目标 

《解剖与透视》作为美术学专业基本技法理论课。其教学目标在于通过人体造型规律研

究和学习、掌握人体骨骼、肌肉形状结构以及表现技巧、技法课程。通过透视学基本理论及

透视方法，掌握平行透视、成角透视、斜面透视、阴影透视、人物透视等的透视规律及表现

方法。能学以致用，服务于现代艺术创作和教学的的实践环节，培养对人体美的审美眼光和

素养，并能适应美术教育工作的应用需要。 

知识目标 

了解人体运动变化规律，掌握人体骨骼、肌肉的结构特点及外形特征，并能根据其造型

要点进行造型表现；了解透视变化规律，掌握透视法则、绘制透视图，并能根据透视规律进

行空间表现。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构建人体美的审美眼光，掌握人体韵律之美并能应用人体结构之美创作、鉴赏、

评价及教学；培养学生构建空间美学的审美眼光，掌握透视法则并能应用于艺术创作、鉴赏、

评价及教学中。 

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审美情趣、文化品位、艺术格调 ，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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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头、颈结构 

1.了解头部、颈部骨骼和肌

肉结构； 

2.熟练掌握骨骼肌肉名称、

结构及表现方法。 

1.头部骨骼的名称---面颅和脑颅---肌肉名称

--结构转折点--透视表现； 

2.颈部骨骼和肌肉的组成及名称--表现技巧。 

头骨骨骼和肌肉体块及构成关

系，颈部肌肉和骨骼构成关系。 
4 4 

2 躯干结构 

1.了解躯干骨骼和肌肉结

构； 

2.熟练掌握骨骼肌肉名称、

结构及表现方法。 

1.躯干骨骼的名称---外形结构---肌肉名称--

结构透视--艺术表达； 

2.躯干结构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的艺术表现。 

躯干骨骼和肌肉体块及构成关

系。 
4 4 

3 上肢结构 

1.了解上肢骨骼和肌肉结

构； 

2.熟练掌握骨骼肌肉名称、

结构及表现方法。 

1.上肢骨骼的名称---外形结构---肌肉名称--

结构透视--艺术表现； 

2.上肢结构的肘关节的表现技巧； 

3.上肢结构中肩关节及其表现技巧。 

上肢骨骼和肌肉体块及构成关

系。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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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肢结构 

1.了解下肢骨骼和肌肉结

构； 

2.熟练掌握骨骼皆肌肉结

构及表现方法。 

1.下肢骨骼的名称---外形结构---肌肉名称--

结构透视--艺术表现； 

2.下肢结构中髋关节及臀部结构与表现； 

3.膝关节及其表现技巧； 

4.脚部骨骼及肌肉表现。 

下肢骨骼和肌肉体块及构成关

系。 
3 3 

5 
人体、衣纹及

韵律结构 

1.了解人体运动变化规律；

2.熟练掌握人体结构与运

动变化下的动态及衣纹表

现。 

1.人体结构特点； 

2.人体运动与结构变化； 

3.衣纹与结构关系。 

人体结构与运动变化的关系。 2 2 

6 透视概述 

1.透视学发展及应用状态；

2.透视专业术语及在透视

作图中的意义及变线分类

状态、消失方向、及绘画空

间关系，透视原理及规律。 

1.术语； 

2.透视产生的原理及根据。 

透视的含义及透视原理，相应

透视的专业术语。 
1 1 

7 平行透视 

1.平行透视的定义、特征及

规律：2.平行透视正立方体

画法、步骤及在绘画空间表

现中的应用及表现。 

1.平行透视的定义及特征； 

2.平行透视的画法及步骤； 

3.平行透视在绘画空间表达中的应用及表现。 

平行透视的画法及绘画空间表

现。 
4 4 

8 成角透视 

1.成角透视的定义、特征及

规律； 

2.成角透视正立方体画法、

步骤及在绘画空间表现中

的应用及表现。 

1.成角透视的定义及特征； 

2.成角透视的画法及步骤； 

3.成角透视在绘画空间表达中的应用及表现。 

成角透视的画法及绘画空间表

现。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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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斜面透视 

1.斜面透视的定义、特征及

规律； 

2.斜面透视正立方体画法、

步骤及在绘画空间表现中

的应用及表现。 

1.斜面透视的定义及特征； 

2.斜面透视的画法及步骤； 

3.斜面透视在绘画空间表达中的应用及表现。 

斜面透视的画法及绘画空间表

现。 
2 2 

10 
曲线及圆形透

视 

1.曲线及圆形透视的定义、

特征及规律； 

2.曲线及圆形透视正立方

体画法、步骤及在绘画空间

表现中的应用及表现。 

1.曲线及圆形透视的定义及特征； 

2.曲线及圆形透视的画法及步骤； 

3.曲线及圆形透视在绘画空间表达中的应用及

表现。 

曲线及圆形透视的画法及绘画

空间表现。 
2 2 

11 
阴影和反影及

人物透视 

1 阴影和反影透视的定义、

特征及规律； 

2. 阴影和反影、人物正立

方体画法、步骤及在绘画空

间表现中的应用及表现。 

1.人物、 阴影和反影透视的定义及特征； 

2.人物、阴影和反影透视的画法及步骤； 

3. 人物、 阴影和反影透视在绘画空间表达中的

应用及表现。 

人物、阴影和反影透视的画法

及绘画空间表现。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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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教学评价与考核要求：教学评价侧重对解剖学、透视学知识的实践应用和创作实践表现、

教学应用为主；解剖学、透视学实践应用在讲授的基础上实施创造性表达，主要方式以人体

结构表现，创作应用为观察点，透视学以绘画空间建构，人物表达，环境塑造，建筑透视等

为观测点，教学采用讲授加实践和讨论为主，结合图片资料，多媒体、网络图片等进行。人

体解剖教学实践建议教学实践以真实人体为模特、透视学以室外建筑以及美术创作具体实例

进行，其中理论知识占 30%，实践操作占 70%。学生创作实践、实例等为测评之根本依据。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1]《结构人体》.孙韬  叶南 .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16年 

[2]《透视学》.胡亚强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13年 

主要参考书 

[1]《人体造型解剖学》.张宝财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2012 年 

[2]《人体造型解剖学基础》.王炳耀 .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13年 

[3]《美术技法理论：透视解剖》.殷金山 魏永利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年 

 

 

 

 

执笔人：潘登福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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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学》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117）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专业史论教学部讨论制定，

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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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构图学                    课程代码：13112117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1.5学分 

学时：32学时（理论 12学时/实践 2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构图学》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技法理论课程。是研究绘画构图的原理、

规律与技巧的绘画理论。通过对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掌握绘画构图的基本常识、构

图法则、图示构成，构建系统的专业技法理论。通过对优秀美术作品形式构图的鉴赏与分析，

学会绘画构图的一般性原理，并能结合绘画表达的意图，构建相应的图示结构，并能熟练地

运用所学构图学理论知识及表现技能进行有关人物的创作实践及美术教学活动。 

 

三  课程目标 

《构图学》是美术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技法理论课程。该课程教学总体目标是通过构图学

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绘画构图的技巧和方法，对基本的图示结构有明确的体认与解读，应用

于绘画表现的创作实践，同时也能根据绘画构图语言的解读应用于作品的鉴赏品评，并以此

应用于教学实践活动之中。同时建构丰富的绘画技法的理论体系，培养对形式美的视觉感知

素养，适应现代艺术创作和教学的需要。 

知识目标 

了解绘画构图规律、法则，掌握绘画构图基本要素在实践中的美学体现，视觉美感及心

理效应，进行绘画创作表现。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构建人体美的审美眼光，掌握人体韵律之美并能应用人体结构之美创作、鉴赏、

评价及教学。 

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综合技法水平，丰富审美情趣，拓宽艺术表达的技能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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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绘画构图学

的内容 

1.绘画构图学的意义及在绘画表现

中的体现； 

2.绘画语言的内容及结构关系。 

1.构图学的研究对象及价值； 

2.绘画语言。 
绘画语言的内容及表现。 1 2 

2 
绘画构图学

的视觉要素 

1.绘画构图学的视觉要素及在绘画

表现中的体现； 

2.绘画构图学的视觉要素 

1.构图学的视觉要素； 

2.视觉要素的构图学意义。 
绘画视觉要素的内容及表现。 1 2 

3 
绘画构图的

形式美法则 

1.绘画构图学的形式美法则及在绘

画表现中的体现； 

2.绘画构图常见方法及视觉结构关

系及艺术创作中的实践表达。 

1.形式美的内容； 

2.绘画形式美法则与构成。 
绘画形式美法则。 2 3 

4 
绘画构图的

语言 

1.绘画构图学的视觉形式要素及与

视知觉的对应关； 

2.绘画语言的内容形式结构的心理

对应关关系及创作中的应用。 

1.点线面的视觉感受； 

2.点线面在绘画中的形式构成。 

绘画语言的点、线、面与视知

觉关系。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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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绘画构图的

图式结构 

1.绘画构图学基本的图式结构及文

化意义； 

2.绘画基本图式结构语言的规律。 

1.构图学常见的图示结构、原理； 

2.图示结构与视觉美感的图像学要

求； 

3. 构图学案例分析。 

图式结构的表达方式。 2 6 

6 
中国绘画构

图赏析 

1.绘画中国绘画构图的形式美感与

意蕴表达关系； 

2.中国绘画内容与形式构成的文化

蕴含与实践体会及创作启示。 

1.中国绘画构图的方式和美感； 

2.中国绘画构图的形式表达与功用。 

中国绘画构图的原则、形式与

意义。 
2 2 

7 
外国绘画构

图赏析 

1.绘画构外国绘画作品构图学的形

式美感与意蕴表达关系； 

2.西画内容与形式构成的文化蕴含

与形式美感及创作启示。 

1.西画构图的方式和美感； 

2.西画构图的形式表达与功用。 

西画的语言特色、内容与形式

表现的视觉关系。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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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教学评价与考核要求：教学评价侧重对构图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和创作实践能力、教学讲

解构图学以教师的精讲和学生讨论互动形式展开，主要以学生实践创作为主。考核建议以学

生创作作品为主考核对象、作品实例分析测评为理论考核依据。其中创作实践占 70%，理论

知识占 30%。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构图学》. 林钰源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 

主要参考书 

[1]《绘画构图学》.常锐伦 .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08年 

[2]《绘画构图原理》. 周正 .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 

[3]《中国画构图法则》.李峰 . 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2010年 

 

 

 

 

执笔人：潘登福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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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本理论综合》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04111052）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教师教育学院教育基本理论综合课

程组讨论制定，教师教育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

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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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教育基本理论综合          课程代码：04111052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教师教育类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4学分 

学时：64学时（理论 64学时/实践 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教育基本理论综合》课程是教师教育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是整合传统的教

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教育思想史、教育管理学

等教学内容，结合《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中教师教育课程目标领域及其基本要求，采用“内

容模块化、授课团队化、教学专题化、测评常态化”的教学模式，对师范生进行教育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培养的基础性、理论性、综合性课程。 

《教育基本理论综合》课程居于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的基础地位，主要涉及“为什么教”

“怎样教”以及“如何更好地教和学”的知识。一般包括有关“教与学”等基本理论和方法

的知识、关于如何认识教育对象——学生的知识、关于教学情境的知识、关于课程的知识以

及关于教师自身的知识等方面。《教育基本理论综合》课程以理论之光透射教育实践情境，

引导师范生逐渐增强教师角色认同情感，培养教育意识，学会运用理论分析教育现象，在学

习中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学生发展观、教学质量观，关注中学教育中的实践问题，逐渐

建立和形成面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的问题自觉怀疑、批判、探究的理论思维能力，使教

育教学活动超越单纯的经验技术层面，增添教育教学活动的理论厚度和深度。为学生现代教

育观念的确立奠定理论基础，为教师教育课程的学习提供理论支撑，为学生将来从事教育教

学工作、参与教育改革和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科学的指导。 

《教育基本理论综合》课程是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教师职业道德与

专业发展、教育技能课程和教育实践课程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先行课程是《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综合》； 

后续课程是《班主任工作训练》《心理教育能力训练》《教育技术应用能力训练》《学科

教学论》等。 

 

三  课程理念 

1.全面提高学生的教育基本理论素养 

    教育基本理论是从事教育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知识。“基础性”表现为普遍的适用性、

行业性、概括性，重心落在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上。通过课程学习，夯实师范生

的教育认知基础、拓展师范生的教育视域，提高师范生的教育素养，使学生具备客观解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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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现象，深刻把握教育教学规律的能力。 

2.重点突出现代教育的本质及其特点 

对教育的本质与特点的理解，是建立在深刻把握教育之于人的发展、教育与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的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具有高度的理论概括性。基于古今中外教育哲学与思想的分析，

可以帮助学生全面认识教育的本质、目的、特点，掌握教学、学习、管理、评价的规律、原

则及方法。 

3. “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 

以学生实际发展水平、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选择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

呈现方式和程度。尽量做到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为学生搭建自主学习的平台，引导、督促

学生开展自修、自研，强化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锻炼创新思维、问题求解、决策制定、批

判性思维等高阶思维能力，为学生的职后发展和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4.教师示范性精讲与学生深度自学相结合 

“以养成学生的专业理念与师德、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为重点。通过教师专题式精讲

示范、学生课后线上线下自学、课内课外相配套、教学内容与学习资源相互补等措施，共同

促使教育目标的达成，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养成学生的专业理念与师德、培养学生的专业能

力。 

5.课程资源全面开放与高度共享 

作为综合化的课程，课堂教学时数是有限的。需要课外延伸阅读、视频资源、试题资源、

案例材料等课程资源，辅助教学与学习。教师教育实训中心、图书馆、课程中心、考试中心

将共同为本课程提供全面开放、高度共享的课程资源，供师生在教、学过程中随时使用。 

 

四  课程目标 

通过《教育基本理论综合》课程的学习，把握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行为特征，能运

用教育理论知识分析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并能有效地指导教师的教学活

动以及学生的学习活动。  

知识目标 

掌握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理解教育教学的一般原理，把握教育教学的过程

和方法；了解教育教学及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发展历史与趋势；掌握教学设计、教学评价

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掌握中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掌握学习策略、学习动机、教学心理和品德心理形

成等基本知识。 

能力目标 

能运用教育基本理论知识分析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形成运用有关理

论分析与解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的能力和教育教学研究能力；能有效地指导教师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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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学生的学习活动，逐步形成自主学习能力和教育教学能力。 

素质目标 

具备正确的教育观、教师观、学生观、课程观、教学观、教育评价观和教育改革发展观；

形成探究的态度和开放的思维方式；热爱教育事业，钟情于学生的终身发展，具备教师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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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建议学时 

1 

中学生

发  展 

心  理 

1.了解感觉特性；理解知觉的特性；了解

注意的分类，掌握注意的品质及影响因素；

了解记忆的分类，掌握遗忘的规律和原因，

应用记忆规律促进中学生的有效学习；了

解思维的种类和创造性思维的特征，影响

问题解决的因素。 

2.掌握中学生认知发展的理论、特点与规

律。 

3.掌握中学生的情绪特点，正确认识中学

生的情绪，主要包括情绪表现的两极性、

情绪的种类等；掌握中学生良好情绪标准，

培养方法，指导中学生进行有效的情绪调

节。 

4. 理解影响人格发展的因素，并根据学生

的个体差异塑造良好人格。 

5.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掌握性心

理的特点，指导中学生正确处理异性交往。 

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的内涵、

种类、特性及规律；影响问题解决的因

素。 

1.认知过程的有关知识； 

2.认知过程的特点和规律； 

20 
中学生认知发展的理论、特点与规律。 

1.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2.中学生认知发展特点与规律。 

中学生的情绪特点，指导中学生进行有

效的情绪调节。 

根据中学生的情绪特点指导中学

生进行有效的情绪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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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格发展的因素，并根据学生的个

体差异塑造良好人格。 

1.影响人格发展的因素； 

2.良好人格的塑造。 

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性心理的特点，

指导中学生正确处理异性交往。 
中学生心理发展的一般特征。 

2 

中学生

教  育 

心  理 

1.了解学习动机的功能，理解动机理论，

掌握激发与培养中学生学习动机的方法。 

2.了解学习迁移的分类，理解形式训练说、

共同要素说、概括化理论、认知结构迁移

理论，掌握有效促进学习迁移的措施。 

3.了解学习策略的分类，掌握认知策略、

元认知策略和资源管理策略。 

4.理解并运用行为主义、认知学说、人本

主义、建构主义等学习理论促进教学。 

学习动机的概念、动机理论；激发与培

养中学生学习动机的方法。 

1.动机理论； 

2.激发与培养中学生学习动机的

方法。 

12 

学习迁移的种类和学习迁移理论；促进

学习迁移的措施。 

1.学习迁移的各种理论； 

2.学习迁移理论和有效促进学习

迁移的措施。 

学习策略的分类；认知策略、元认知策

略和资源管理策略。 

1.学习策略的种类； 

2.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资源

管理策略。 

行为主义、认知学说、人本主义、建构

主义等学习理论。 

1.各种学习理论； 

2.行为主义、认知学说等学习理

论如何促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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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基

础知识

和基本

原  理 

1.了解国内外著名教育家的代表著作及主

要教育思想。 

2.掌握教育的含义及构成要素；了解教育

的起源、基本形态及其历史发展脉络。 

3.理解义务教育的特点；了解发达国家学

制改革发展的主要趋势；了解我国现代学

制的沿革，熟悉我国当前的学制。 

4.掌握有关教育目的的理论；了解新中国

成立后颁布的教育方针，熟悉国家当前的

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及实现教育目的的要

求。了解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德育、

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及其

相互关系。 

 

国内外著名教育家的代表著作及主要教

育思想。 

1. 国内外著名教育家的代表著

作； 

2. 国内外著名教育家的主要教

育思想。 

12 

掌握教育的含义及构成要素；了解教育

的起源、基本形态及其历史发展脉络。 

1.教育的涵义及其发展； 

2.教育的基本功能； 

3.教育与社会、人的发展的关系。 

义务教育的特点；发达国家学制改革发

展的主要趋势；我国当前的学制。 

1. 义务教育的特点； 

2. 我国当前的学制。 

有关教育目的的理论；国家当前的教育

方针、教育目的及实现教育目的的要求。

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

系。 

1.教育目的的概念、层次、价值

取向和制定依据； 

2.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及其

相互关系。 

4 
中  学 

课  程 

1.了解不同课程理论流派的基本观点，包

括学科中心课程论、活动中心课程论、社

会中心课程论等；理解课程开发的主要影

响因素，包括儿童、社会以及学科特征等。 

课程的概念及不同课程理论流派的基本

观点；课程开发的概念、层次、课程开

发的主要影响因素。 

1. 不同课程理论流派的基本观

点； 

2. 课程开发的主要影响因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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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基本的课程类型及其特征，其中包

括分科课程、综合课程、活动课程、选修

课程、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样本课程、

显性课程、隐性课程等。 

3、了解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评价等

涵义和相关理论。 

4.了解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

念，改革目标及基本的状况。 

基本的课程类型及其特征 基本的课程类型及其特征 

课程目标的概念、来源、与培养目标和

教学目标的关系、形式取向、及制定要

求；课程内容的概念、特点、取向、组

织原则；课程评价的概念、对象、功能、

种类、模式。 

1. 课程目标与培养目标和教学

目标的关系、形式取向、及制定

要求； 

2. 课程内容的取向、组织原则； 

3. 课程评价的种类、模式。 

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核心理

念；改革的总目标和具体目标；当前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实施状况、发展

趋势。 

1.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

核心理念； 

2.课程改革的目标； 

3.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 

5 
中  学 

教  学 

1.理解教学的意义，了解有关教学过程的

各种本质观。 

2.熟悉和运用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包括

教学过程中学生认识的特殊性规律 （直接

教学的概念、意义，有关教学过程的各

种本质观。 

1.教学的概念、意义； 

2.教学过程的本质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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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间接经验相统一的规律）、教学过程

中掌握知识与发展能力相统一的规律，教

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

用相统一的规律、教学过程中传授知识与

思想教育相统一的规律（教学的教育性规

律），分析和解决中学教学实际中的问题。 

3.掌握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及要求；掌握

和运用中学常用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了解教学组织形式的内容及要求。 

4.了解我国当前教学改革的主要观点与趋

势。 

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中学教学常见问

题及如何实现有效教学。 

1.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 

2.中学教学常见的问题； 

3.如何实现有效教学。 

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及要求；中学常用

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

的内容及要求。 

1. 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及要求； 

2. 中学常用的教学原则和教学

方法； 

3. 课堂教学的内容及要求。 

我国当前教学改革的主要观点与趋势：

全面发展的教学观；教学理念的重建。 

1. 全面发展的教学观； 

2. 教学理念的重建。 

6 

中  学 

德  育 

 

1.了解品德结构，理解中学生品德发展的

特点；理解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

理论，理解影响品德发展的因素，掌握促

品德结构，中学生品德发展的特点；皮

亚杰和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影响

品德发展的因素，促进中学生形成良好

品德的方法。 

1.中学生品德发展的特点； 

2.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

理论； 

3.促进中学生形成良好品德的方

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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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学生形成良好品德的方法。 

2. 理解德育的原则和内容。 

3.熟悉和运用德育过程的基本规律，分析

和解决中学德育实际中问题；掌握和运用

德育方法，熟悉德育途径。 

中学德育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1. 中学德育的基本原则； 

2. 中学德育的主要内容。 

德育过程的概念、规律；德育方法，德

育途径。 

1. 德育过程的概念、规律； 

2. 中学德育的途径与方法； 

3. 中学德育集中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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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课程实施建议 

（一）教学建议 

1.团队化授课建议 

本课程涉及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教育思

想史、教育管理学等学习领域。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按照课程内容模块组织团队成员，并担

任相应的课程板块的主讲教师，实施团队化授课。 

2.专题化教学建议 

本课程对传统的教育理论系列课程，按照课程目标优化、课程内容精简、课程实施协作

化原则进行了重构，设计了若干教学专题。在专题化教学中，倡导精讲、导学原则，鼓励引

入慕课资源，采取翻转课堂等方式进行教学。 

3.教学方法建议 

根据教学专题内容和教学情境需要，以提升教学效果为目标，在注重可操作性基础上，

选用讲授法、案例法、分组讨论法等教学方法。 

讲授过程中注重选择重、难点，进行精讲，并结合教育热点现象、事件进行富有针对性

的分析，启发、引导学生自学与思考。 

案例教学过程中要注重紧扣专题，精心选取代表性案例，引导学生认知、分析，达到举

一反三的目标。 

分组讨论要注重与学生的学习实际情境相结合，选取学生普遍关心、在学习生活中普遍

存在的现象或问题为讨论话题，促成学生间的思想分享与碰撞，达成相互促进的目的。 

4．教学条件 

图书馆拥有与本门综合课程各板块内容对应的纸质及电子类教材、著作和期刊；学校课

程中心、教师教育实训中心课程资源平台拥有与本门课程教学相关视频课程、试题库等。 

（二）学习建议 

1.充分利用好有限的课内学习时间 

课程的高度综合化、授课的团队化、教学的专题化等课程设计，与学生此前的课程及其

他课程的学习完全不同的运行模式，使得学生首先存在着学习的适应性问题。需要学生从一

位老师讲授一门课程的传统学习模式切换到逐渐适应教师团队专题式教学模式。学生要充分

利用好有限的课堂学习时间，紧跟教师的点拨与提醒，善于捕捉每一个信息点，就地消化并

积累成为课后反思、延伸阅读和自主学习补充的对象。 

2.合理使用好在线资源 

由于对传统教育理论相关课程内容进行了必要的取舍、整合、精炼，使得专题化的教学

在知识点的排列、关键人物或事件的提点、观点的纵横比较等方面具有一定跨度和跳跃，需

要学生合理使用好图书馆文献资源、课程中心网站的视频等在线资源，对照课程授课提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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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教学内容、课前预习任务或作业等做好课前准备工作。 

3.坚持刷新常态化测试记录 

课程测试的常态化的设计，是帮助学生巩固教育基本常识、强化教育基本理论，训练学

生对教育基本理论的识记、理解、分析、应用的基本手段。测试题库的来源为围绕教育基本

理论综合课程各知识点，兼顾教师资格证国家统一考试标准和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教育

学综合课程的考试大纲，形成的教育基本理论综合试题库。试题库面向全体师范生开放，学

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在线自测的方式进行教育基本理论知识的强化与巩固，其自测成绩按最

高分计入平时成绩，学生可不断创新、冲刺最高记录。 

(三)教材选用建议  

该课程是高度综合化课程，目前尚无对应的单行本教材。在行课期间，可以课程组自编

讲义提纲的方式下发学生，同时配发各板块教学大纲，列出对应板块阅读书目清单，给出课

后学习网站或资源链接，使学生自主学习参考。 

加大教材开发力度，方便师生教学与学习。在团队授课的基础之上，通过讲义的整合、

材料的补充，尽快完成课程教材编写工作。 

(四)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建议 

1．网络资源建设 

围绕教师教育专业及专业群建设中形成的信息标准、精品课程、多媒体课件与素材、教

学视频、教学案例、虚拟过程库等优质网络教学资源，大力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实现优质

教学资源的海量存储及共建共享，为学校教学资源库建设提供技术服务。文献资源建设以服

务教科研、拓展学生学习空间、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开发虚拟教学

环境等，提高实践教学和技能培养。和涪陵区域的中小学合作，分享教学资源，实时把中小

学的教学过程传送到课堂中，满足学生、教师、随时、随地、随需的产学研需求。 

2．网络测试中心试题库的开发与利用 

试题库以选择题为主，试题库内容要参照教师资格证考核要求，引入职业资格标准，引

入教师考核标准。围绕重点设计问题；试题库的开发要以教师资格证考核办法为基础，根据

教学大纲和课程目标的要求，结合学生的实际，立足于教材内容，把握教材整体结构进行问

题设计。设计时要以突出重点，拓展应用为根本宗旨，即要有识记性的基础知识，又要有对

基础知识的理解和应用。问题的数量应在此前提下，做到少而精，并具有代表性，能够促进

学生举一反三。 

（五）课程考核评价建议 

1．考核目标具象化 

课程的考核目标紧扣课程开设目的，重点考查学生对教育基本理论、基础知识的识记、

理解和掌握程度，考查学生运用教育理论解释、分析教育现象及教育问题的能力。 

2．考核内容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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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作为综合课程，在具体的课堂教授过程中坚持遴选重难点进行示范性精讲，在考

核内容上坚持教育基本理论、教师资格证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等内容的全覆盖。学生

通过自主学习平台，完成未详细讲解的知识点的学习任务。 

3．考核形式多样化 

采用读书报告、课堂讨论、在线题库测试、专项作业等多种形式，对学业状况进行全过

程评估与反馈。 

4．考核测评常态化 

采用随机常态测试与集中现场测评的动态评价机制。学生在校期间，随时可登陆课程题

库进行日常在线练习与自测，系统自动记录成绩，在线自测以最高成绩记入学生该门课程学

业档案。课程的期末考核以现场在线测试为主，现场在线测试成绩与学习期间的日常学业表

现(包括读书报告、小组讨论、专项作业等)一并构成课程修读成绩。 

5.课程成绩构成及评定方法 

课程总成绩=平时考核成绩+期末考核成绩，平时考核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的具体比例由

课程团队根据教学任务确定，建议注重过程评价，适当增加平时考核成绩所占比例。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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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均.教育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柳海民.教育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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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概论》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122）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专业史论教学部讨论制定，

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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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艺术概论                  课程代码：13112122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48学时/实践 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艺术概论》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它概括、简明地讲述艺术的基础

理论，艺术起源、特征和根本性质，艺术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艺术的功能，艺术教育的发

展等。阐述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之间的基本问题。本课程对于培养大学生全面的艺术常识、

较高的艺术修养以及增强人文素质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建构科学、专业的知识体系，认识

艺术在教育中的价值呈现和教学方法的重要途径。学习本门课程对学生后续创作、教学及综

合分析评价均具有重要意义。 

 

三  课程目标 

《艺术概论》是美术学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理论必修课，它在为学生提供作为未来美术

教师所需要的艺术理论基础知识的同时，也为艺术类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准备。通过对《艺

术概论》的学习，了解《艺术概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研究方法；明确学习《艺术概论》的

意义，正确理解艺术活动的起源、发生、发展的规律；了解艺术各门类专业的语言、审美特

征，初步培养学生运用《艺术概论》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认识艺术活动，社会现象等，并能进

行客观、理性、科学的评价，为进一步学习其它艺术课程及服务后续教学打好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了解艺术的起源、发生和发展规律，以及艺术的社会功用，在文化

中的地位，艺术教育的发展及未来，了解不同艺术种类的内容、语言特征及审美规律。了解

各门类艺术创作的语言选择和主题表达。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和鉴赏、评价并实施于具体的

教育活动中，解决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和养成，提高综合素养。 

能力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培养学生基于创造性思维的思辨能力和应用

能力，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和对艺术的一般性理解和研究能力,提高学生对不同绘画形

式语言的理解和把握，并能够结合不同的艺术语言进行创造和表现，提升鉴赏、评价、教学

的能力以及结合美术史知识展开自主表现和创作的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素质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形成艺术学习的核心素养与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对不同艺术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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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解读和鉴赏的能力，并通过语言的差异选择美术表达的方式和主题，并养成较高的专业美

术素养。拓宽知识架构，提升文化品位，培养教学的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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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艺 术 的 起

源、性质、

特征及艺术

教育的价值

功能 

1.艺术作为认知方式的特征、性质和

缘起； 

2.认识艺术教育与艺术的社会功能

的关系； 

3．掌握艺术教育的社会学意义及艺

术教育的对教育的作用与价值； 

4．艺术教育的实施路径与方法。 

1.关于艺术起源的五种论点、内容、代

表人物、主要观点及认识； 

2.关于艺术的本质性探讨； 

3.艺术的特征及发展规律； 

4．艺术的功能及社会价值； 

5．艺术教育的发展和学科知识的认知与

建构。 

1.艺术起源五种学说； 

2.艺术的基本特征和性质； 

3.艺术的社会功能、地位和

艺术教育； 

4.艺术教育的现代价值和

实施路径。 

8 0 

2 
艺 术 种 类

（门类论) 

1.掌握门类划分的依据； 

2.掌握造型艺术的种类、基本语言、

技法和具体的代表作品； 

3.学会基本的艺术语言表达和创造； 

4.培养艺术语言的鉴别和艺术作品

的解读能力 5.培养学生的艺术教育

素养。 

1.绘画、雕塑、建筑、园林等艺术内容、

形式、语言； 

2.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及艺术教育的实

践应用； 

3.造型艺术的教育开发与实施途径。 

1.造型艺术的语言特征、形

式表达、审美倾向、主要代

表； 

2.造型艺术的教育开发和

应用研究。 

12 0 

3 艺术创作论 

1.艺术创作的方法； 

2.掌握艺术创作中的语言选择及文

化意义； 

3.培养创新意识与艺术创作在美术

教学和艺术鉴赏中价值和作用。 

1.艺术创作的方法和过程； 

2.艺术创作中的语言选择和主题表达的

关系； 

3.关于美术表现的形式技巧； 

4.关于美术作品的价值生成； 

5.美术创作的形式探索。 

1．美术创作的内容与形式

的关系； 

2.艺术表现中的语言和主

题之间的关系； 

3.艺术教育中的审美创造。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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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艺术作品 

1.艺术作品的价值和语言识读技巧

与方法； 

2.掌握艺术语言的结构关系和文化

内涵； 

3.艺术作品的美学解读与流派划分。 

1.艺术作品的定义、内容与形式； 

2.艺术作品的语言特色与主题研究； 

3．艺术风格的形成及流派的意义与区

分； 

4.艺术风格各异的作品的美学解读； 

5.艺术作品的教育价值探究。 

1.艺术作品语言解读和主

题与形式关系； 

2.艺术作品的文化蕴含与

语言的视觉关系； 

3.艺术流派与风格的社会

认知与价值判断； 

4.艺术作品的教育方法创

造。 

12 0 

5 艺术接受论 

1.美术作品的欣赏方法 2.学生的艺

术鉴赏能力； 

3.美术批评的方法论。 

1.中外优秀艺术作品赏析与批评； 

2.美术批评的方法、形式、内容； 

3.美术鉴赏的社会意义与价值实现。 

1.美术鉴赏与美术批评的

关系； 

2.美术批评的意义和价值； 

3.美术批评的教学应用。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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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分组讨论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艺术概论》是一门理论性和知识性均很强的课程。是研究各种艺术现象、探索和揭

示各种艺术活动共有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概念、范畴、问题的科学。教学应将艺术的

原理与具体的艺术相结合、进行多媒体教学。向学生系统的阐述艺术发展之普遍规律，结

合作品、授课内容、适当采取主题讨论的方式，调动学生的主体性。辅之以课内外讨论和

外出参观考察，开展高层次的学术讲座及学术讨论等丰富形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及动手

能力。教学采用侧重创新应用能力的动态评价，为学生的美术创作、教学奠定坚实的理论

基础。 

教学评价与考核要求：本课程考核以实践应用为主，在掌握《艺术概论》的基础知识

的同时，侧重能力培养的动态评价，有效检测评估学生对各种样式和风格的中外美术作品

的分析与鉴赏能力，美术知识的系统化掌握水平，美术现象的识读与研究能力、较强的美

术理论教学能力、为基础美术创作、批评、教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建议试卷考核评价

占 70%，能力评价占 30%。综合评价以实践应用为主的考评方式。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 

主要参考书 

[1]《美术概论》.王宏建.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3年 

[2]《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7 年   

[3]《当代美术批评视野：批评与自我》.贾方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09年 

[4]《美术概论》.邓福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09年 

[5]《中国古典美学》.曾祖荫.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 年  

[6] 《美的历程》. 李泽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1 年 

[7]《艺术概论》.孙美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8年 

[8] 《美学十五讲》.叶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03 

                                  执笔人：潘登福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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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 II》 

（胸像、全身像写生）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449）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专业基础教学部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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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素描 II（胸像、全身像写生）  课程代码：13112449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4 学分 

学时：84学时（理论 12学时/实践 7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素描Ⅱ（胸像、全身像写生）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主要针对具有

一定造型基础的中高年级学生开设，让学生了解素描胸像、全身像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画法，

进一步巩固有关解剖、比例、明暗等知识在素描胸像、全身像中的应用；在教学中强调技

法的拓展，尤其在工具材料上的创新应用，探索新的艺术表现手段，提高对作品的审美和

鉴赏能力，为将来的艺术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  课程目标 

本课程通过知识的讲解和技能的实践，秉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循序渐进的原则，使

学生掌握胸像、全身像素描的正确步骤、方法，培养正确的观察对象、理解对象和表现对

象的方法，学会运用艺术规律和形式美的法则，准确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和设计意图，达

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知识水平。最终使学生将这些能融会贯通，培养创造力，以便在今后

的职业中灵活运用。总体目标是，通过素描胸像、全身像的训练，提高学生的造型表现能

力、审美鉴赏能力和创造力，了解素描胸像、全身像的一般规律，探索自己的造型语言。 

知识目标： 

掌握有关胸像、全身像素描的基本知识，掌握透视、明暗等表现手段，熟悉素描的工

具材料等。 

能力目标： 

熟悉素描胸像、全身像的造型要求（包括准确的描绘能力，体积和空间的表现能力，

形体和表情的刻画能力，头发、皮肤等质感的塑造能力），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和习惯。 

素质目标： 

掌握正确辨别作品的鉴赏能力，增强知识素养，了解中西方名家素描的风格和优点，

培养自主创新的意识，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持之以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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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素 描 胸

像 写 生

的 方 法

与步骤 

通过素描胸像写生，让学生理解头、颈、

肩、胸结构的穿插与扭动关系，更好的

捕捉人物的特征。 

1．理论教学内容： 

（1）讲解素描胸像的概念及特点； 

（2）素描胸像的工具及使用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素描胸像的写生步骤训练。 

重点掌握人物头颈肩胸之间的

形体构造与运动变化规律，同时

熟悉素描胸像写生的一般步骤。 

4 24 

2 

素 描 全

身 像 写

生 的 方

法 与 步

骤 

通过全身像写生，更好的把握人物与空

间的关系，同时鼓励学生在工具材料上

的拓展。 

1.理论教学内容： 

（1）讲授素描全身像的概念及特点； 

（2）素描全身像的工具及使用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素描全身像的写生步骤训练。 

重点研究人物比例与空间的关

系，同时强调素描造型工具材料

的拓展运用。 

4 24 

3 

素描人

像写生

的质感

训练 

通过对人物手、脚、衣纹的写生训练，

更好提高学生对质感的塑造能力。 

1.实践教学内容： 

（1）手的写生训练； 

（2）脚的写生训练； 

（3）衣纹的写生训练。 

重点研究特定环境下，对象骨骼

与肌肉的质感表现。 
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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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性评价和能力的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

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鼓励学生创新实践。任课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

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

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

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编写要体现项目课程的特色和设计思想，教材内容体现先进性、实用性。教材选择

可根据具体情况由任课老师选定。在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设计方案推荐学生阅

读相关资料及书籍。 

主要参考书 

[1]《素描》.程丛林.四川美术出版社，2014年 

[2]《素描》.杨贤艺、董顺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伯里曼人体结构绘画教学》.乔治. 伯里曼（美）.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 

 

 

 

 

执笔人：李晓勇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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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Ⅱ》 

（胸像、全身像写生）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451）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专业基础教学部讨论制定，

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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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色彩Ⅱ（胸像、全身像写生）  课程代码：13112451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3学分 

学时：72学时（理论 12学时/实践 6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色彩Ⅱ（胸像、全身像写生）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直接关系到人才

培养目标的实现，是以水粉肖像写生为主要教学内容，以水粉画的基本技法为色彩基础技法

训练手段。通过学习课堂讲解，使学生了解水粉胸像与全身像的基本知识，如比例、透视、

色彩冷暖；通过水粉胸像与全身像的写生实践，使学生掌握正确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技巧；通

过评点和课堂讨论，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最终使学生将这些能融会贯通，培养创造力，以

便在今后的职业中灵活运用。总体目标是，通过水粉胸像与全身像的训练，提高学生的色彩

表现能力、审美鉴赏能力和创造力，了解水粉胸像与全身像写生的一般规律，如何掌握科学

的色彩观察方法和表现技能，同时探索自己的造型语言。 

色彩Ⅱ（胸像、全身像写生）通常在色彩Ⅰ（静物、头像写生）、专业实践（风景写生） 

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选择专业方向，学习油画（基础）、中国画（基础）、

水彩画（基础）、版画（基础）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本课程通过知识的讲解和技能的实践，秉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循序渐进的原则，使学

生掌握水粉胸像与全身像的正确步骤、方法，培养正确的观察对象、理解对象和表现对象的

方法，学会运用艺术规律和形式美的法则，准确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和设计意图，达到教学

大纲所要求的知识水平。 

本课程的具体要求是，通过学习课堂讲解，使学生了解水粉胸像与全身像的基本知识，

如比例、透视、色彩冷暖；通过水粉胸像与全身像的写生实践，使学生掌握正确的观察方法

和表现技巧；通过评点和课堂讨论，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最终使学生将这些能融会贯通，

培养创造力，以便在今后的职业中灵活运用。总体目标是，通过水粉胸像与全身像的训练，

提高学生的色彩表现能力、审美鉴赏能力和创造力，了解水粉胸像与全身像写生的一般规律，

同时探索自己的造型语言。 

知识目标 

掌握有关水粉胸像与全身像的基本知识和概念，如头部与胸部和人物全身的比例、透视、

明暗关系和色彩的冷暖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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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 

掌握胸像、全身像色彩要求的表现能力，包括准确的描绘能力，体积和空间的表现能力，

冷暖和表情的刻画能力，头发、皮肤等质感的塑造能力，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和习惯，能够

独立创作完整的胸像与全身像的作品。 

素质目标 

掌握正确辨别作品的鉴赏能力，增强知识素养，了解各种色彩的风格和优点，培养自主

创新的意识，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持之以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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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1 

水粉胸

像与全

身像基

础知识 

1.了解水粉胸像与全身像的概

念及其特点；色彩胸像、全身像

的重要性、目的及功能； 

2.色彩的工具及使用方法； 

3.水粉胸像和全身像的学习方

法。 

1. 理论教学内容： 

（1）水粉胸像的基本知识； 

（2）水粉胸像主要的工具、材料及特性； 

（3）水粉胸像的审美特征。 

2.实践教学内容： 

（1）进一步掌握各种工具的特点； 

（2）掌握水粉的各种表现方法； 

（3）阅读范画，优秀作品，临摹范画。 

1.重点掌握水粉画的工具、

材料特性和水粉画轻快、易

修改、易变色等基本特征； 

2.水粉肖像画的基本技法

和特殊技法。 

2 10 

2 

水粉胸

像的技

法与表

现手法 

1．掌握构图的基本法则； 

2.掌握水粉胸像的步骤和工具； 

3.掌握五官比例和手部的结构

特征；  

4.掌握皱纹、肌肉、衣服等不同

质感的表现方法； 

5.掌握不同年龄段的表现技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粉胸像的构图法则； 

（2）水粉胸像的技法特点； 

（3）人物胸像的色彩关系； 

（4）不同年龄段的特征和表现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掌握水粉胸像的基本画法，把握色彩关系； 

（2）色彩中儿童、青年、老年人物的比例与冷

暖的画法； 

（3）不同年龄段的头部五官与手部的塑造方法。  

1.学习胸像写生构图的基

本法则； 

2.重点掌握水粉胸像写生

的基本方法与步骤； 

3.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表

现手法。 

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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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粉全

身像的

表现手

法 

1．理解造型语言的意义； 

2．在掌握全身像结构关系和节

奏基础上，学会概括、描述、分

析色彩的冷暖关系； 

3.探索适合于自己的表现语言

和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粉全身像的构图法则和全身像结构关系； 

（2）水粉全身像的技法特点； 

（3）人物全身像的色彩关系； 

（4）全身像创作的法则。 

2.实践教学内容： 

（1）水粉全身像的基本画法与步骤； 

（2）掌握色彩中全身像常见的表现手法和造型

语言； 

（3）掌握全身像的色彩冷暖关系和结构关系； 

（4）色彩写生，有目的地运用某一特定的技法

语言。 

1.全身像构图的基本法则； 

2.色彩与造型的契合； 

3.画面的完整感； 

4.特殊技法的学习。 

4 26 

4 

水粉画

人像作

品欣赏 

1.初步掌握水粉肖像画作品的

欣赏方法； 

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

修养。 

1.理论教学内容： 

（1）中外优秀水粉肖像画家作品赏析； 

（2）十一届、十二届全国美展人像作品赏析。 

重点掌握水粉肖像作品的

欣赏方法。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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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性评价和能力的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

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鼓励学生创新实践。任课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

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

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

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教学对话 水粉头像》.杨飙.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 

[2]《色彩》.杨贤艺 傅小彪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水粉画》.杜宏祺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4]《水彩画与水粉画》.梁山.成都时代出版社，2013年 

[5]《水粉人物写生》.徐志坚.福建美术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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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中国美术史               课程代码：13112403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48学时/实践 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中国美术史》是美术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是本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

该课程主要以中国绘画、雕塑、建筑、工艺、书法、美术理论著述发展的时代特征为核心线

索，以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审美取向为研究依据，全面阐述了中国美术从无到有

的过程，以及时代变化下的美术技法、观念的演变历史，旨在要求学生通过美术发展的一般

过程，掌握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变迁，了解中国美术创作的客观规律，培养学生对美术流派、

美术事像审美特征的认识和评价能力，传播美术文化；培养学生严谨、科学的美术史观，艺

术、直观的审美思想，辩证、理性的艺术思维，丰富的美术文化内涵和学术核心素养。该课

程主要讲解原始及先秦两汉美术、魏晋六朝美术、隋唐美术、五代两宋美术、元朝美术、明

清美术、近现代美术等内容。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较为系统、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

美术的变迁和发展，掌握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中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美术表征，探讨美术同社会

历史以及其他文化现象的辩证、逻辑关系，从而提高对中国美术作品的审美鉴赏力，为中国

绘画创作、品鉴提供参照，同时为后续美术理论研究、美术理论教学、美术文化传播，实施

美术批评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  课程目标 

美术学专业《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骨干课程和延伸课程的教学，使

学生较为系统而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美术的基本面貌，识记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文化脉络

及其突出成就、地位及影响。把握传统艺术形式语言在美术历史进程中的演进和流变，认识

中国美术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而使学生以本民族艺术传统为依托，在较高的文化层面和

较为广阔的艺术视野中进行专业研究和艺术创作。实现高等教育《中国美术史》教学对学生

进行素质培养的目标。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中国美术的起源及发展概况。了解中国美术门类发展与社会历

史变迁、技法演变、美学观念等的相互关系，掌握中国美术史知识及美术理论研究的一般方

法，掌握中国美术史与中国画创作、美术理论知识与美术作品鉴赏的评价标准及辩证关系，

初步具备实施美术史教学和美育教学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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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提升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提高学生对中国画鉴赏、评价、

教学的能力以及结合美术史知识展开自主表现和创作的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艺术格调，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专业核心素养。建构始于专业文化认知的知识体系，建构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创造学习的

素养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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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原 始 及

古 代 美

术概述 

1.原始美术的起源； 

2.原始美术的种类； 

3.原始美术的审美。 

1.原始及古代美术概述 ； 

2.石器的制作与审美意识的萌芽、新石器

时代的陶器艺术； 

3.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艺术； 

4.雕塑与绘画。 

1.陶器 --- 形制、装饰、用途、

审美、文化剖析； 

2.石器时代，石、骨、玉器、

岩画的形制及造型特点，审美

特征以及原始审美观念的形

成。 

4 0 

2 

奴 隶 制

时代（先

秦美术） 

1.奴隶时代的审美特征； 

2.青铜工艺的美学内涵； 

3.青铜时代的艺术表现与特色。 

1.青铜工艺的形成和发展原因； 

2.绘画与雕塑的基本内容、形成和观念、

分析时代特点； 

3.奴隶时代的建筑特点。 

1.青铜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 

2.青铜雕塑、青铜器具、青铜

工艺等所蕴含的文化特征。 

4 0 

3 
战 国 秦

汉美术 

1.战国时期的人物画及特征； 

2.秦汉时期的美术种类、特色与审

美。 

1.战国绘画（种类、特征、墓室壁画）形

成和发展原因； 

2.帛画（战国楚帛画、西汉帛画）基本内

容、形式和观念，分析时代特点； 

3.画像石（砖）艺术的特点； 

4.壁画（墓室和殿堂）、器物装饰画（筒

壁、漆器装饰）内容和特点；5.雕塑（大

型纪念雕塑、陶俑、铜雕）内容和特点。 

帛画、墓室壁画、画像石、画

像砖、汉代石刻、青铜工艺。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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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美术 

1.人性觉醒与艺术的自觉； 

2.六朝审美特征及美术种类； 

3.六朝艺术的发展对中国艺术产生

的意义。 

1.魏晋南北朝时代背景——“八王之

乱” 西晋 (公元 265 年 )东晋（公元

317）南北朝； 

2.人物画的新发展——曹不兴、顾恺之、

张僧繇、陆探微； 

3.宗教美术的发展及主要内容——石窟

艺术、石窟壁画、石窟造型特征； 

4.美术理论的新发展和内容——顾恺之、

王微、宗炳； 

5.山水画的起源和影响——玄学。 

1.魏晋南北朝时期意识形态变

化的根本原因，了解该时期战

乱的历史背景； 

2.掌握美术理论及内容； 

3.掌握佛教艺术的发展及表

现，审美特征； 

4.山水画的发展及其原因； 

5.六朝书法艺术的整体特征及

主要代表。 

6 0 

5 
 隋唐美

术 

1.唐朝艺术发展现状； 

2.唐朝艺术种类及语言； 

3.唐朝审美与唐朝社会关系的内在

联系。 

1.人物画等画家及作品； 

2.青绿山水的发展及水墨山水滥觞； 

3.中晚唐花鸟画的兴起； 

4.佛教壁画与陵墓壁画、雕塑； 

5.画论中的美学思想。 

1.人物画及发展状况，代表人

物与作品及影响； 

2.山水画的形成及原因、审美

特征； 

3.佛教艺术的发展及表现； 

4.风俗绘画的发展及状况。 

6 0 

6 

五代、两

宋 时 期

的美术 

1.五代两宋美术特征； 

2.五代两宋山水发展现状及影响； 

3.五代艺术审美的特征的内在根

源； 

4.五代山水、人物、花鸟画的发展

所放映出来的现实问题。 

1.宋代的画院及院画； 

2.花鸟画、人物画、山水画的高峰； 

3.辽金西夏绘画、巴蜀佛教造像的兴盛。 

1.五代山水特征、人物、作品； 

2.北宋山水画艺术特征、代表

人物、审美特征； 

3.南宋山水画的艺术特征、代

表人物和审美特征； 

4.两宋理学对山水画的意义。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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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元代美

术 

1.文人画的形式美感与审美特征； 

2.元朝绘画的时代特征； 

3.元朝绘画的发展对中国绘画的影

响。 

1.元初画坛的“复古”思潮和政治、经济、

文化背景； 

2.元四家的山水画艺术特征及形成原因； 

3．水墨花鸟画的主要成就； 

4.永乐宫寺观壁画的成就。 

1.赵孟頫与元四家； 

2.元四家艺术特色及文人画的

美学思想 3.元朝写意花鸟画。 

4 0 

9 
明、清美

术 

1.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对中国

艺术的影响； 

2.明清艺术的种类及审美； 

3.明清美术的发展中文人画和宫廷

绘画的发展关系。 

1.“院体画派”和“浙派”的主要人物和

内容——山水、花鸟、人物； 

2.吴门画派和明四家的艺术成就——沈

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文人画的明清

状况； 

3.松江画派和董其昌“南北宗论”内容—

— 南北宗论对中国绘画产生的影响； 

4.水墨大写意画派和人物画的艺术成就

——陈洪绶、徐渭； 

5.固守传统和破格创新的清初画坛  “清

初四僧”“清初四王”； 

6.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和作品“扬州八

怪”； 

7.清代宫廷绘画和仕女人物画、版画艺

术、和西洋绘画的输入——清代仕女画。 

1. 掌握该时期吴门画家和“明

四家”的艺术成就； 

2．松江画派与董其昌的“南北

宗论”及内容； 

3．了解该时期水墨大写意花鸟

画派和人物画的艺术成就； 

4．掌握固守传统和破格创新的

清初画坛。 

8 0 

10 

 近、现

代 美 术

思 潮 与

流派 

1. 近、现代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发

展的关系； 

2.中国近现代绘画发展的特征与路

径； 

3.近现代绘画审美的演变与表现。 

1.了解国画的继承与革新； 

2.分析民国初期美术的基本特点； 

3.了解抗战前后的中国美术的基本内容； 

4.了解建国后期美术的基本内容和代表

作品。 

1.近代中国美术的基本特征及

表现； 

2.现代中国美术的变革与文化

继承。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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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分组讨论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学内容，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向学生

系统的阐述了中国美术的发生发展面貌、过程，揭示美术创作的艺术规律。本课程以课堂教

学为主，辅以课内外讨论和外出参观考察，开展高层次的学术讲座及学术讨论等丰富形式，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及动手能力，帮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美术的悠久传统和灿烂成就。 

教学评价与考核要求：在掌握《中国美术史》的基础知识的同时，侧重能力培养的动态

评价，有效检测评估学生对各种样式和风格的中国美术作品的分析与创作能力，美术知识的

系统化掌握水平，美术史的初步研究能力、初步的美术史知识的教学能力、为学生的美术创

作、教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建议试卷考核评价占 70%，能力评价占 30%。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中国美术简史》.中国青年美术出

版社出版，2014年 

主要参考书 

[1]《中国通史》.吕思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23年 

[2]《中国古典美学》.曾祖荫.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8 年 

[3]《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新世界出版社出版，2004年 

[4]《美的历程》.李泽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5]《中国画论》.周积寅.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 

[6]《中国绘画史》.王伯敏.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2003年 

[7]《中国绘画赏析》.聂瑞辰.天津美术出版社，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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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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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基础 I》 

（平面、色彩构成）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06）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专业基础教学部讨论制定，

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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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设计基础 I（平面、色彩构成） 课程代码：13112243 

课程平台：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2.5 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12学时/实践 36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平面构成知识及其

训练，二是色彩构成及其训练。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的基

础知识，能以平面化的形式表现各种事物形象，同时从色彩实践入手，把握色彩的心理情感，

使同学们能够在绘画中有驾驭色彩的能力，从而为以后的艺术创作及教学工作打好坚实的基

础。 

 

三  课程目标 

本课程主要让学生了解点、线、面的心理体验特征，了解构成规律 ，同时掌握色彩构

成的表现形式及色彩配置规律。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的基本原

理和法则，毕业以后能胜任中小学教学中基础设计教学，同时也能将所学构成知识应用到绘

画创作以及日常生活中，以提高学生艺术修养。 

知识目标 

了解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的规律，掌握绘画步骤与技法，并能根据造型艺术的形式语言

进行创作。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平面构成与色彩构成的审美语言、审美能力、构成能力，以及丰富的想象能力

和创新意识，并能应用于艺术创作、鉴赏、评价及教学中。 

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艺术素养与艺术格调，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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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平面构成 

1.让学生了解点、线、面的心

理体验特征，了解构成规律； 

2.掌握平面构成的基本原理和

法则； 

3.培养学生平面构成的审美语

言和审美能力，并能将构成知

识应用于创作和教学。 

1.理论教学内容： 

（1）平面构成的概述； 

（2）平面构成的法则与形式； 

（3）平面构成的元素与形象； 

（4）构成的形式与应用。 

2.实践教学内容： 

（1）分别做点、线、面以及综合构成训练； 

（2）设计基本形并做多种组合练习； 

（3）运用平面构成的形式法则进行发射构成、

渐变构成、特异构成、打散构成等训练。 

1.平面构成的基本要素； 

2.平面构成的法则与形式； 

3.平面构成在设计与生活中

的应用。 

6 18 

2 色彩构成 

1、通过训练使学生掌握色彩构

成要素、形式语言以及色彩构

成表现形式等相关知识； 

2. 掌握色彩构成系统的形象

思维方式和基本技能。 

1.理论教学内容： 

（1）色彩构成概述； 

（2）色彩与生理； 

（3）色彩的混合； 

（4）色彩对比； 

（5）色彩调和； 

（6）色彩与心理。 

2.实践教学内容： 

（1）分别做色彩的对比、调和练习：明度对比、

色相对比等； 

（2）根据色彩心理知识做色彩联想练习，如春

夏秋冬、酸甜苦辣等。 

1.色彩与心理理论； 

2.色彩基调构成的基本方

法 ； 

3.色彩调和构成的方法。 

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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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性评价和能力的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

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鼓励学生创新实践。任课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

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

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

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构成基础》.彭凌燕.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11年 

[2]《色彩构成》.余继平.四川美术出版社，2005年 

[2]《平面构成》.高海军.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年 

[3]《图形语言与设计》.王雪青 郑美京（韩国）.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 

[4]《平面构成教程》.汪芳.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年 

[5]《平面构成进行时》.夏洁.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6]《色彩美学》.郭廉夫、张继华.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 年 

 

 

 

执笔人：吴兴红 

                                         审定人：李晓勇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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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基础Ⅱ》 

（图案、板报设计）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07）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专业基础教学部讨论制定，

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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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设计基础Ⅱ（图案、板报设计）  课程代码：13112507 

课程平台：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4 学分 

学时：84学时（理论 16学时/实践 68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图案基础部分，一

是板报设计部分。图案基础是让学生通过对自然世界的物象进行研究并提炼出具有装饰性的

图案，然后创意设计出具有一定审美形式的纹样和装饰图案。板报设计是让学生系统学习板

报设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板报设计的基本元素、排版要点以及设计步骤，能熟练

进行板报设计，为以后指导中小学生美化校园环境打下基础。 

 

三  课程目标 

设计基础Ⅱ（图案、板报设计）是美术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课程总目标是让学生

掌握图案设计和板报设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基本设计能力，以适应中小学美

术教学的需要。 

知识目标 

了解图案的历史、发展及现状，图案形式美的原理法则，以及板报设计的基本元素和排

版要点。 

能力目标 

让学生掌握图案设计的创作流程和设计规律，能发现自然界里各种美的形态，应用到图

案设计中；能熟练运用形式美原理法则进行板报设计。 

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创造性思维以及动手能力，提升学生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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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与要求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图案基

础部分 

1．了解图案的历史、发展及现状，

图案形式美的原理法则； 

2．通过对自然世界的物象进行研

究，学会概括和取舍，提炼出具

有装饰性的图案； 

3．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能

够创意设计出具有一定审美形式

的纹样和装饰图案。 

1.理论教学内容： 

（1）图案概述； 

（2）图案形式美的规律； 

（3）图案写生、变化与手段； 

（4）图案的表现技法； 

（5）图案的色彩； 

（6）图案的组织形式； 

（7）综合图案的制作技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 （1）根据图案形式美的原则及法则，对花头进

行变形练习； 

2、 （2）运用点、线、面等元素以图案的变化方法

作花卉或植物变形练习； 

3、 （3）任选对称式、均衡式单独纹样进行设计练

习，技法不限； 

4、 （4）进行设计适合纹样设计； 

5、 （5）根据图案配色知识，结合各类技法进行图

案设计练习。 

1．图案风格、特点； 

2．图案形式美的总原则以

及组织规律； 

3．图案写生、变化的形式

及手段； 

4．图案主要的组织形式及

常用表现方法。 

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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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板报设

计部分 

1、 1.了解板报设计的基本元素和排

版要点； 

2、 2.通过对形式美规律的理解和认

识，能够设计出富于形式美感的

板报。 

1.理论教学内容： 

（1）板报设计概述； 

（2）板报设计的基本原则； 

（3）板报设计的一般步骤； 

（4）版面设计的要点； 

（5）标题字体； 

（6）头的设计要点与画法； 

（7）作品评价与赏析。 

2.实践教学内容： 

1、 （1）收集优秀板报案例进行评析； 

（2）根据版面设计知识，设计不同的版面的板

报； 

（3）根据不同主题，进行完整的板报设计与制

作训练。 

1、 1.板报的基本要素； 

2、 2.版面设计的要点和步骤； 

3、 3.报头的设计要点； 

4、 4.标题字体的设计与应用； 

5、 5.如何根据不同主题行进

板报设计。 

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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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性评价和能力的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

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鼓励学生创新实践。任课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

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

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

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图案基础》.马爱华.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4 年  

[2]《图案基础(第 2版)》.倪峰 周小瓯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年 

[3]《基础图案实用教学图典:花卉禽鸟人物篇》 广西美术出版社（编者），2011 年 

[4]《中小学板报版式设计艺术》. 汪新 . 金盾出版社，2012年 

[5]《快乐学习优秀板墙报设计指南》.宋学军.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年 

 

 

 

 

执笔人：吴兴红 

审定人：李晓勇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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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基础）》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113）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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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油画（基础）             课程代码：13112113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3 学分 

学时：60 学时（理论 12学时/实践 48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油画基础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悉

和掌握油画造型艺术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法，培养学生油画方面的审美和鉴赏能力并提高学

生的艺术修养。对学生认识油画语言的本质规律，了解油画艺术在绘画艺术形式中的重要性

都起着积极作用。 

油画（基础）通常在色彩Ⅰ（静物、头像写生）、色彩Ⅱ（胸像、全身像写生）等先行

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选择油画专业方向，学习油画（静物）、油画（风景）、油画

（材料与技法）、油画（人物）、油画（创作基础）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油画基础》主要培养学生掌握正确的油画写生观察方法和构图方法；掌握油画的基本

造型规律和部分油画表现技法；掌握油画色彩语言的运用和油画材料的特性，提高学生审美

意识，增强审美情趣和激发学生的绘画热情，为今后的学习及工作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为

以后的油画专业课程打下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油画的工具材料特点，了解油画语言的使用，掌

握油画静物基本的作画步骤以及油画基础技法的基本知识，掌握油画的造型规律。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掌握油画工具、材料、性能特点的基础上，运用光色变化

规律，初步掌握通过油画多种技法结合绘画语言实现表达对象的能力，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

观察能力、造型能力、表现能力、发现美和鉴赏美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艺术表现技法和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修养等素质，

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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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油画 

概述 

1.掌握油画的基本概念；了解中西方油画

技法的发展概况； 

2.掌握油画主要的工具、材料特性以及油

画的基本特点，掌握色彩变化规律；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

修养，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油画在西方的发展； 

（2）油画传入中国后的发展与演变； 

（3）油画主要的工具、材料及特性； 

（4）油画的审美特征。 

1.学习时注意了解油画材料

与水彩画、中国画的区别；了

解油画的发展历史；油画传入

中国后，各时期中国油画的主

要代表人物和作品； 

2.重点掌握油画的工具、材料

特性和油画厚重、造型能力强

等基本特征。 

2 0 

2 

油画的

方法与

步骤 

1.掌握油画作画的基本方法与步骤； 

2.初步了解油画语言的使用等基本技

法；提高学生的构图能力；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色彩基础知识 

（2）色彩造型的基本规律 

（3）油画写生的基本步骤 

2.实践教学内容： 

（1）整体入手的方法进行实践训练； 

（2）局部入手的方法进行实践训练。 

重点了解色彩对比关系，运用

整体入手、局部入手的方法进

行油画静物写生。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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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油画基

本表现

技法和

特殊技

法 

1.掌握油画直接画法的基本技能，掌握油

画造型表现的基本规律和色彩规律 ； 

2.提高学生运用油画工具材料和基本技

法表现对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观

察能力、造型能力、表现能力、发现美和

鉴赏美的能力； 

3.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油画的调色方法 

（2）油画的用笔的规律 和技巧 

（3）油画的几种语言特点 

2.实践教学内容： 

（1）直接画法的造型和技法训练； 

（2）油画结合其它材料的综合技法训练。 

1．重点掌握油画直接画法的

基本技法； 

2.尝试运用油画的其它表现

技法，追求油画特殊的肌理以

及偶然天成的画面效果。  

2 28 

4 
油画作

品欣赏 

1.初步掌握油画作品的欣赏方法； 

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 

1.理论教学内容： 

中外优秀油画家作品赏析 

重点掌握油画作品的欣赏方

法。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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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

优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油画》.何军 杨洋 董文通.中青年出版社，2014年 

[2]《油画初步》.卓别林（英）.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 

[3]《向莫奈学色彩》.甄巍.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 

[4]《油画基础》.周培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 

 

 

 

 

执笔人：郑  治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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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美术史》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404）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专业史论教学讨论制定，美

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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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外国美术史                课程代码：13112404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48学时/实践 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外国美术史》是美术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是本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

该课程主要讲解原始及古代、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十七、十八世纪欧洲艺术、

十八、十九世纪英、法、俄罗斯艺术及二十世纪西方现代艺术等内容。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世界美术（主要是欧洲美术）的变迁和发展，掌握世界美术进程中的

重要知识，探讨美术同社会历史以及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从而提高审美鉴赏力，为美术创

作及后续美术理论教学、传播美术文化、实施美术批评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外国美术史》课程教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骨干课程和延伸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较为系

统而全面地解中国古代美术的基本面貌，识记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文化脉络及其突出成就、

地位及影响。把握传统艺术形式语言在美术历史进程中的演进和流变，认识西方美术发生发

展的历史规律，从而使学生以本民族艺术传统为依托，在较高的文化层面和较为广阔的艺术

视野中进行专业研究和艺术创作。实现高等教育《中国美术史》教学对学生进行素质培养的

目标 

知识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了解外国美术史的起源及发展概况。了解外国美术门类发展与社会

历史变迁、美学观念等的相互关系，掌握西方美术史与油画创作、美术理论知识与美术作品

鉴赏评价标准，具备实施美育教学和科研较扎实的能力。 

能力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提升学生对中西传统文化的认知，提高学生对西画的鉴赏、评价及

教学能力，通过西方绘画语言的学习，助力油画的创作和表现能力，同时具有客观认识东、

西绘画差异及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理解能力。 

素质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艺术格调，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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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原始、古

代美术 

1.欧洲美术的起源及种类； 

2.欧洲美术的美学体系的建立； 

3.欧洲美术中希腊、罗马文化所扮演

的角色。 

1.古代两河流域美术； 

2.古埃及美术； 

3.古罗马美术和古希腊美术。 

1.古希腊美术和古罗马美

术的艺术特征及形式差

异； 

2.古希腊美术和古罗马美

术对西方美术发展的影响

和意义。 

4 0 

2 

欧 洲 中

世 纪 美

术 

1.中世纪欧洲美术的特征及审美； 

2.中世纪欧洲美术的种类及语言特

色； 

3.中世纪欧洲美术的历史地位。 

1.古代两河流域美术； 

2.古埃及美术； 

3.古罗马美术和古希腊美术。 

1.古希腊美术和古罗马美

术的艺术特征及形式差

异； 

2.古希腊美术和古罗马美

术对西方美术发展的影响

和意义。 

4 0 

3 

欧 洲 文

艺 复 兴

时 期 美

术 

1.文艺复兴的内涵和意义； 

2.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艺术的表现及

审美差异； 

3.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美术的发展所

呈现的历史脉络； 

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美术对欧洲

美术发展的影响。 

1.意大利文艺复兴发展的几个阶段； 

2.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尼德兰文艺复兴的比

较； 

3.欧洲文艺复兴的比较，特点及美学差异； 

4.文艺复兴的历史嬗变及晚期样式主义。 

1. 意大利文艺复兴对欧

洲文艺复兴的影响； 

2. 弗洛伦萨画派和威尼

斯画派的特征、美学取向、

发展和演变，相关的代表

人物与作品。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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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7 、 18

世 纪 欧

洲美术 

1. 17、18 世纪欧洲美术的特征及内

容； 

2.17、18世纪欧洲美术的发展几反应

的美学演变； 

3.17、18世纪欧洲美术的发展对欧洲

美术所产生的意义； 

4.认识并客观评价 17、18 世纪欧洲

美术的若干流派与思潮。 

1.17、18世纪的欧洲美术比较与归纳，油画

种类、题材的文化演变； 

2. 17、18世纪的欧洲美术风格比较与研究，

各风格的相互影响与关联； 

3. 风俗画、风景画、肖像画、历史画与绘画

风格的差异比较； 

4. 17、18 世纪的欧洲美术与法国艺术发展

的关系及世界艺术中心的转移。 

1.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巴

比松画派； 2. 美学的历

史变迁----从唯美主义到

丑的美学范畴的引入。 

10 0 

5 

19 世纪

欧 洲 及

美 国 美

术 

1.19 世纪欧洲美术的发展现状及流

派； 

2.19世纪欧洲美术的重要历史地位； 

3.19世纪欧洲美术的现代性转变 

4.印象派在欧洲美术发展中的历史

价值； 

5.美国美术的世界性地位奠定与建

立。 

1. 19 世纪的欧洲美术比较与归纳，油画种

类、题材的美学演变； 

2. 19 世纪的欧洲美术风格比较与研究，各

风格的相互影响与关联；  

3. 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的绘

画风格对西方现代绘画的影响； 

4. 19 世纪的欧洲美术发展在欧洲艺术史中

的历史价值和作用。 

1. 巴比松画派、批判现实

主义、印象主义、新印象

主义、后印象主义的关联

性研究与批判 ； 

2. 19 世纪西方美术发展

的两大阵营形成。 

10 0 

6 
20 世纪

美术 

1.20世纪美术的表现与语言特色； 

2.20 世纪西方现代绘画发展的历史

根源； 

3.20 世纪西方现代绘画发展的审美

变迁； 

4.20世纪西方绘画认知预评价。 

1.现代主义美术的特征、定义、美学主张、

代表人物、影像作品； 

2．现实主义美术的特征、定义、美学主张、

代表人物、影像作品； 

3. 后现代主义美术的特征、定义、美学主张、

代表人物、影像作品；  

4. 比较分析现代主义、后现主义、现实主义

在美学上的重大差异和特色。 

1.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

若干流派的比较研究； 

2. 20 世纪艺术内容与形

式的文化解读与思考。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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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亚、非拉

丁 美 洲

美术 

1.认识并了解亚、非拉美洲的美术表

现及特色； 

2.比较世界美术史中，亚、非、拉美

美术发展的差异及原因。 

1.亚洲美术---印度、日本美术； 

2．非洲和拉丁美洲美术。 

1.日本美术的浮世绘； 

2. 非洲黑人木刻。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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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分组讨论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外国美术史》课程的教学内容，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向学生

系统的阐述了外国美术的发生发展面貌、过程，揭示美术创作的艺术规律。本课程以课堂教

学为主，辅以课内外讨论和高层次学术讲座及学术讨论等形式结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及动

手能力。帮助学生了解西方美术的悠久传统和文明成就，在掌握《外国美术史》基础知识的

同时，获得对各种样式和风格、流派的外国美术作品的分析与创作能力，为学生的美术创作、

教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教学评价与考核要求：本课程考核以实践应用为主，在掌握《外国美术史》的基础知识

的同时，侧重能力培养的动态评价，有效检测评估学生对各种样式和风格的外国美术作品的

分析与鉴赏能力，并能根据美术作品的语言解读，美术知识的系统化掌握水平，美术现象的

评判与研究能力、较强的美术理论教学能力、基础美术创作、教学实践作为基本评价指标。

建议试卷考核评价占 70%，能力评价占 30%。综合评价以实践应用为主的考评方式。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外国美术简史》.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2015年 

主要参考书 

[1]《西方美术史》 .姚鸿翔.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15 年 

[2]《美学》.黑格尔.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2008年 

[3]《西方美学史》 .朱光潜.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2011年 

[4]《图像学》.米歇尔.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 

[5]《符号学》.索绪尔 皮尔斯.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 

 

 

                                          执笔人：潘登福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84 

 

 

《中国画（基础）》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108）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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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中国画（基础）            课程代码：13112108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3学分 

学时：60学时（理论 12学时/实践 48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是美术学专业学生了解认识中国画概

况、掌握中国画基本种类与形式、掌握运用技法的必修课程，是培养学生全面的专业基础，

提高综合素质，扩展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本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使学生在具有一定的中国画理论基础上来了解中国画的各类画种、认识绘画形式、熟悉各种

材料的运用、掌握造型规律，关注中国画理论和中国画创作前沿动向,知晓中国画发展的历

史与渊源，形式美感与美学特征，为以后的深入学习中国画和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认识中国画基本种类与形式，使学生掌握中国画的基础理论和

基本笔墨技法,熟记中国画发展的历程与各种画类的艺术特点,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方法和

表现技法；初步驾驭中国画工具与材料以及性能和特点。培养学生良好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语

言的表达能力,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中国画的工具材料特点，了解中国画的种类和传

统中国画的审美形式规律；掌握中国画绘画的基本步骤以及用线造型的形式法则，笔法与墨

法的基本知识，掌握中国画的造型技法规律。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了解中国画工具、材料、性能特点的基础上，掌握运用毛

笔以线造型、浓淡变化的表现规律，初步掌握笔墨的基本技法和表现对象的能力，熟悉中国

画的不同种类有不同的技法表现，不同的艺术风格，为进一步提高学生对传统绘画的感知能

力、表现能力、接受美和鉴赏美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形式与艺术语言特点，提高学生的内涵审

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修养等素质，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86 

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中国画

概述 

1.了解中国画在我国的渊源流程，

各时代的变迁与作用，在中国绘画

历史上的位置； 

2.掌握中国画主要的工具、材料特

性以及中国画的基本特点，各画种

的介绍与赏析，笔墨规律与文化精

神核心； 

3.提高学生的人文审美意识、艺术

修养格调、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中国花鸟画的起源与发展； 

（2）中国花鸟画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

渊源，在各历史时期的重要性； 

（3）花鸟画主要的种类介绍，审美赏

析，工具、材料及绘画特性； 

（4）花鸟画的审美法则，文学寓意，

表现特征。 

1.学习时注意了解中国画与西方的区

别；了解中国画真正的艺术语言；中国

画的绘画表现形式，中国画各画种在历

史各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作品赏析； 

2.重点掌握中国花鸟画的人文思想和表

现形式语言，其次是工具、材料特性和

技法表现、灵魂与形式结合的基本特征。 

4 0 

2 

中国画

的基本

技能训

练方法

学习之

一 

1.掌握花鸟画作画的基本方法与

步骤，构图形式法则、浓淡结合画

法等；作品临习； 

2.花鸟画人文精神的解析与文化

蕴涵学习。 

1.理论教学内容： 

对传统艺术语言的感悟与理解，人文修

养的提升，注重传承与推广，各种表现

形式审美赏析介绍； 

2.实践教学内容： 

具体的技法讲解训练、构图的练习与临

摹练习，几种常见植物画法的讲解、练

习和示范演示。 

1.重点了解花鸟画的形式美学原理，赏

析作品与感悟其艺术语言，提升内涵修

养和文化意蕴； 

2.几种常用皴法的技法技能的训练与构

图法则的理解、临摹作品、锤炼笔墨的

练习。 

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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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画

基本技

能表现

技法学

习之二 

1.了解掌握山水画的基本技法、构

图形式法则、浓淡结合画法等，提

高学生的构图能力，作品的临习练

笔； 

2.山水画的内涵语言感悟。 

1.理论教学内容： 

山水画形式审美赏析介绍和传统艺术

语言的感悟与理解，传统笔墨的修炼，

人文修养的提升，文化传承与推广。 

2.实践教学内容： 

（1）山水中主要内容山石的皴擦技法

讲解、山石、树木的构图练习与临摹练

习，组合练习； 

（2）云雾的适当点缀辅佐练习. 

重点掌握山水画山石、树木、云水的基

本技法练习，山水画构图小品形式的训

练；山水画笔墨艺术，绘画语言的感悟

学习体会，意境语言的提升领悟练习。 

2 14 

4 

中国画

基本技

能表现

技法学

习之三 

1.工笔人物与写意人物的艺术特

点剖析，线条在人物画中的内涵语

言，人物画造型的笔墨精神和构图

关系的解读； 

2.结合了历史渊源对人物画的历

史地位的了解。 

1.理论教学内容： 

人物画形式审美赏析介绍和笔墨精神

的感悟，对传统艺术线条语言的感悟与

理解。 

2.实践教学内容： 

（1）白描线条用笔技法表现讲解、构

图的练习与临摹练笔，工笔勾勒造型晕

染的技法练习； 

（2）写意笔墨的练习与领悟，写意小

品意境的构图训练等。 

重点掌握中国人物画的主要艺术特征，

线条的内涵精神，运用线条造型的能力

锻炼；对人物画历史渊源的了解；现代

工笔人物画的形式表现与意义，现代写

意人物画的笔墨精神。 

2 10 

5 

笔墨技

能训练

与中国

画作品

赏析 

1.抽选各历史时期画家的代表作

品赏析以及艺术生平； 

2.提高学生的审美辨别意识和艺

术修养。 

1.理论教学内容： 

历代各时期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画

家作品赏析，结合作业综合评析； 

2.实践教学内容： 

各类艺术作品临习练笔，作品讲解分析

示范。 

重点掌握各历史时期的中国画代表作品

的介绍欣赏和审美评价，练习临习作品

的笔墨内涵和技法。 

2 10 



 

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中国工笔画技法》.金纳.西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2]《芥子园画谱》.沈心友  王概.印刷工业出版社，2011年 

[3]《徐湛花鸟画教程》.徐湛.人民美术出版社 

[4]《何加林山水画技法》.何加林.河北美术出版社 

    [5]《中国美术史》.薄松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6]《21世纪教育丛书.中国人物画教材》.西南大学出版社 

 

 

 

 

执笔人：罗小波 

审定人：董顺伟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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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画（基础）》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10）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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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水彩画（基础）            课程代码：13112510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水彩画（基础）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

现，是以水彩静物写生为主要教学内容，以水彩画的基本技法为色彩基础技法训练手段。是

研究如何运用水彩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法去塑造形体、结构、空间、质感等，如何掌握科学的

色彩观察方法和表现技能的一门重要课程。 

水彩画（基础）通常在色彩Ⅰ（静物、头像写生）、色彩Ⅱ（胸像、全身像写生）等先

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选择水彩画专业方向，学习水彩画（静物）、水彩画（风景）、

水彩画（材料与技法）、水彩画（人物）、水彩画（创作基础）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熟悉和了解水彩画的工具、材料特点，认识色彩规律，掌

握正确的色彩观察方法和色彩感知能力；掌握水彩画的基本特点，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

合等基本表现技法；掌握水彩画的作画方法、步骤，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水彩画的

造型和表现能力，提高学生审美意识，增强审美情趣和激发学生的绘画热情，为其今后的学

习及工作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水彩画的工具材料特点，了解光色变化规律；掌

握水彩画基本的作画步骤以及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画法的基本知识，掌握水彩画的造

型表现规律。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掌握水彩画工具、材料、性能特点的基础上，运用光色变

化规律，初步掌握水彩画的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等基本技法去表现对象的能力，掌握

水彩画调色、用水、用笔等技巧以及对画面的控制能力，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造

型能力、表现能力、发现美和鉴赏美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修养等素质，开阔学生的艺

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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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水彩画概述 

1.掌握水彩画的基本概念；了解水彩画

在西方的沿革与变迁，水彩画在中国后

的发展与演变； 

2.掌握水彩画主要的工具、材料特性以

及水彩画的基本特点，光色变化规律。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

文修养，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彩画在英国的发展； 

（2）水彩画在中国的发展与演变； 

（3）水彩画主要的工具、材料及特性； 

（4）水彩画的审美特征。 

1.学习时注意了解水彩画

与油画、水彩画、中国画的

区别；了解水彩画在国外的

发展历史；水彩画传人中国

后，各时期水彩画的主要代

表人物和作品； 

2.重点掌握水彩画的工具、

材料特性和水彩画透明、灵

动、轻快等基本特征。 

2 0 

2 
水彩画作品

欣赏 

1.初步掌握水彩画作品的欣赏方法； 

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 

1.理论教学内容： 

（1）中外优秀水彩画家的作品赏析； 

（2）十一届、十二届全国美展水彩画作

品赏析。 

重点掌握水彩画作品的欣

赏方法。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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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彩画的方

法与步骤 

1.掌握水彩画作画的基本方法与步骤； 

2.初步了解水彩画的干画法、湿画法、

干湿结合画法等基本技法；提高学生的

构图能力。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了解光色变化的基本规律； 

（2）学习水彩画作画的基本方法与步

骤； 

（3）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画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从整体入手的方法进行实践训练； 

（2）从局部入手的方法进行实践训练。 

1.重点掌握干画法、湿画

法、干湿结合画法； 

2.运用整体入手、局部入手

的方法进行水彩静物写生。 

2 12 

4 

水彩画基本

表现技法和

特殊技法 

1.掌握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画法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水彩画造

型表现的基本规律； 

2.提高学生运用水彩画工具材料和基本

技法表现对象的能力；掌握水彩画调色、

用水、用笔等技巧以及对画面的控制能

力； 

3.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造型能

力、表现能力、发现美和鉴赏美的能力； 

4.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彩画造型表现的基本规律； 

（2）水彩画的调色、用色、用笔技巧；

（3）水彩画的特殊表现技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运用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等

基本技法，掌握水彩画用水、调色、用

笔等技巧的训练； 

（2）运用水彩画特殊的表现技法，尝试

进行水彩画创新实践训练。 

1.重点掌握水彩画调色、用

水、用笔技巧以及对时间的

把握和控制； 

2.尝试运用水彩画的特殊

表现技法，追求水彩画特殊

的肌理以及偶然天成的画

面效果。  

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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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侧重于水彩画基础知识及基本技法运用能

力的考核，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

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

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

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

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

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

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水彩画》.刘昌明.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 

[2]《色彩》.杨贤艺 傅小彪.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新思维水彩画教程》龙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4]《水彩艺术教程》祝炎春.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 

[5]《水彩画写生教程》.杨俊甫.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 

 

 

 

 

执笔人：董顺伟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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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基础）》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242）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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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版画（基础）             课程代码：13112242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版画（基础）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是美术学专业学生了解版画概况、掌握版画基本制作方法，熟悉版画形式的材料运用和造型

规律，以黑白木刻的基本技法为版画基础技法的训练手段。是研究如何运用黑白木刻版画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法去塑造形体、结构、空间、质感等的一门重要课程。 

版画（基础）通常在素描Ⅰ（静物、头像写生）、素描Ⅱ（胸像、全身像写生）等先行

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选择版画专业方向，学习版画（黑白画）、版画（黑白木刻创

作）、版画（套色木刻临摹）、版画（套色木刻创作）、版画（铜版画）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版画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法；了解版画发展的历程

与版画艺术特点；培养学生正确的画面认识方法和表现技法；初步认识版画工具、材料的特

点和性能及其使用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语言表达能力，提高学生的动手操

作能力、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为其今后的学习及工作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版画发展的历程与版画艺术的特点；版画工具、

材料的特点和性能及其使用方法。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掌握版画工具、材料、性能特点的基础上，学会运用黑白

木刻版画造型技法去表现对象的能力，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造型能力、表现能力、

发现美和鉴赏美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语言的表达能力，开阔学生的艺术

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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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版画分

类及概

述 

1.掌握版画的基本概念；研究与分析国内外版画

的发展流派及其特点； 

2.了解版画按照各种质材和特征分类及各种版画

的基本制作原理；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修养，

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版画的分类及认识； 

(2)版画在中国的发展与演变； 

(3)版画的工具、材料及特性； 

(4)版画的审美特征。 

1.学习时注意了解版画与

油画、水彩画、中国画的区

别；了解版画在国内外的发

展历程；  

2.重点掌握版画的工具、材

料、特性等基本特征。 

2 0 

2 

木刻艺

术的形

式美 

1.掌握木刻刀法的组织与练习及构图在木刻中的

应用； 

2.掌握木刻工具材料和刀法表现对象的能力；进

一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造型能力、表现能力、

发现美和鉴赏美的能力； 

3.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木刻中光线的处理；木刻

的黑白变化； 

（2）木刻中线的艺术处理； 

（3）木刻刀法的情感表达； 

（4）木刻的空间与质感。 

2.实践教学内容： 

（1）从明暗入手的方法进行实

践训练； 

（2）从结构入手的方法进行实

践训练； 

（3）从构成方式入手的方法进

行实践训练。 

1．重点掌握黑白木刻的形

式美； 

2.掌握刀法的艺术处理方

法及情感表达。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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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黑白木

刻版画

制作的

方法与

步骤 

1.掌握黑白木刻版画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黑白

木刻版画的基本制作技法及创作方法； 

2.掌握黑白木刻刀法及刻制步骤，提高学生的创

作能力；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2.实践教学内容： 

(1)黑白木刻的制版； 

(2)黑白木刻各种刀法练习； 

(3)黑白木刻的印刷与签名； 

(4)黑白木刻的临摹与创作。 

重点了解黑白木刻版画制

作过程；运用黑白木刻各种

刀法进行黑白木刻的临摹

和创作。 

2 28 

4 
版画作

品欣赏 

1.初步掌握版画作品的欣赏方法； 

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 

1.理论教学内容： 

（1）中外优秀版画作品赏析 

（2）十一届、十二届全国美展

版画作品赏析。 

重点掌握版画作品的欣赏

方法。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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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

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侧重于黑白木刻版画基本理论知识、基

本制作技法的考核，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

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

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

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教

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

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

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同期末考试作

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版画》.孙犁.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  

主要参考书 

[1]《版画》.李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纯化的木刻艺术》.闫翀 刘媛.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木版画》.李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4]《木版家族》.王华祥. 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 

    [5]《中国版画百图》.周芜.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 

 

 

 

 

执笔人：田  露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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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 III（人体）》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08）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专业基础教学部讨论制

定，美术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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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素描 III（人体）         课程代码：13112508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3学分 

学时：72学时（理论 12学时/实践 6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主要通过人体素描教学来培养高年级

学生独特的造型语言，同时注重学生审美素质的提升，为后续的艺术创作打下基础。人体

素描写生应该具备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采取理性与客观辩证的思维方式，结合科学的观

察方法，遵循合理的解剖、透视理论，在写生中表现出个性化的体验，而不是简单的表象

描摹，人体素描在整个基础教学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三  课程目标 

通过理论知识的讲授，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人体解剖的基本构造和在空间中的透视、

比例关系，以及人体在特定光线条件下所呈现出的明暗体积变化。同时要求学生能拓展运

用素描材质去表现人体的美感。 

知识目标 

掌握有关人体的基本知识和基础概念，比如：人体的比例、运动透视规律、明暗体

积变化关系和边缘线的深入刻画等等。 

能力目标 

熟练掌握不同素描材质的能力，也包括准确描绘人体结构、体积和空间的表现能力，

更要强调整体理解人体的运动规律与内在结构的完美契合，保证独立、完整的完成素描

人体写生。 

 素质目标 

掌握正确观察物象的方法，了解各种素描工具的特点和表现力，培养积极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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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素描人

体的基

本概述 

通过人体基础知识讲授，让学生

明白素描男人体体块归纳训练的

要领，以及素描女人体动态速写

训练的重要性 

1．理论教学内容： 

（1）了解人体的基本形，以及在不同透视关系下人体

基本形的变化规律； 

（2）了解人体在运动状态下，体积与姿态的变化规律。 

2．实践教学内容； 

男人体体块归纳训练、女人体速写训练各 2 张。 

注重人体的基本形体

归纳处理，重点掌握人

体形体与运动变化规

律。 

2 10 

2 

人体解

剖的基

本知识 

通过人体解剖的讲授，让学生清

晰理解人体躯干、四肢以及手、

脚的结构关系，从而能更准确的

表现人体的形体及运动规律。 

1. 理论教学内容： 

（1）人体各部位的骨骼与肌肉的基本形状； 

（2）不同运动状态下，关节转折处的骨点与肌肉的透

视变化关系。 

2．实践教学内容： 

四肢、手脚的细节训练。 

重点研究人体各部位

肌肉和骨骼的基本形

状，以及手脚的细节关

系。 

4 20 

3 

人体素

描写生

的方法

与步骤 

通过讲解和示范素描人体写生的

一般步骤，让学生的实践变得更

为直观和高效。 

1．理论教学内容： 

（1）了解人体的基本形与动态扭曲关系； 

（2）运用线造型来表现人体边缘线的虚实变化关系 

2．实践教学内容： 

示范长期素描的表现形式，强化人体丰富的体积变化

与细节特征表现。 

熟练掌握人体素描写

生的一般作画步骤，重

点研究人体与空间的

关系。 

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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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在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性评价

和能力的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任课教师根据学习

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

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

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

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编写要体现项目课程的特色和设计思想，教材内容体现先进性、实用性。教材选择

可根据具体情况由任课老师选定。在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设计方案推荐学生阅

读相关资料及书籍。 

主要参考书 

[1]《素描》.程丛林.四川美术出版社，2014年 

[2]《素描》.杨贤艺、董顺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伯里曼人体结构绘画教学》.乔治. 伯里曼（美）.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 

 

 

 

 

执笔人：李晓勇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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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育与活动指导综合》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09）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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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学科教育与活动指导综合    课程代码：13112509 

课程平台：专业核心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 4学分 

学时：72学时（理论 32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学科教育与活动指导综合》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通过对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掌握与时代相适应的美术教学理论，把我国优秀美术教育传统与国际先进课程

理念、美术教学观念相融合，学会美术教学方法，始终贯穿终身教育的思想，并学会自主开

发美术课程资源与美术教学研究的方法，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与教学能力，为后面的实习

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科教育与活动指导综合》主要研究美术教育教学理论、方法以及与时代相结合的国

际先进课程理念。课程总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与 21 世纪想适应的美术教

学理论，熟悉中小学美术课程标准，掌握美术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并进一步掌握美术教

学研究的主要方式方法，为以后的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了解美术教学的基本理论，熟悉中小学美术课程标准，理解其内涵，掌握美术教学方法，

并学会自主开发美术课程资源与美术教学研究的方法。 

能力目标 

掌握美术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熟悉教案编写的格式，培养驾驭课堂、组织美术教育

活动的能力。 

素质目标 

通过理论学习、案例分析等，拓展思维，开阔视野，为学生毕业后适应基础教育教学打

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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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美术教

学理论 

1．掌握美术理论的发展、美术观念的

演变，了解美术教学发展的最新动向； 

2．学会撰写教案； 

3．掌握小学、初中美术教学内容及方

法； 

4． 掌握高中美术的教学内容与方法； 

5. 熟悉中小学美术课程标准。 

1.理论教学内容： 

（1）美术教学的前提； 

（2）美术教学理论的基础； 

（3）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的演变； 

（4）中国学校美术教学的历史； 

（5）美术教学设计； 

（6）美术教学的内容与方法； 

（7）美术教育评价； 

（8）美术课程资源开发； 

（9）美术教学研究； 

（10）美术教师专业化成长。 

1．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的演变； 

2．教案的内容和形式； 

3．小学、初中以及高中美术教

学内容及方法； 

4．中小学美术课程标准； 

5．美术课程的评价建议及特征； 

6．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 

32 0 

2 
美术教

学实践 

1.通过观看课堂教学实录，学会如何评

价一堂课，并能提出建设性意见及观

点； 

2.通过试讲，学会如何设计并完成课堂

教学。 

2.实践教学内容： 

（1）撰写教案和说课稿； 

（2）中小学美术课堂教学实录及点评； 

（3）试讲。 

1．中小学美术课程标准； 

2．评课、说课、讲课要点； 

3．中小学美术课堂设计方法。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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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本课程为专业课考试课程，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出勤情况进行平时考核，同时，由学生

自选内容，进行教学设计，编写一份教案和说课稿，作为平时成绩考核，期末实行闭卷考试，

结合所学内容进行考核，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

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性评价和能力的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

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

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任课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

独立完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钱初熹 著）.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 

主要参考书 

[1]《普通中学美术教材》（初、高中）.人民教育出版社  

[2]《普通中学美术教材》（初、高中）.人民美术出版社 

[3]《普通中学美术教师参考用书》（初、高中）. 人民美术出版社 

[4]《普通中学美术教师教学用书》（初、高中）.人民教育出版社 

[5]《中国美术教育》教育部委托南京师大主办及出版. 杂志 

[6]《基础教育科场改革纲要（试行）解读》.钟启泉 张华. 华东师大出版社 

[7] 中小学美术课程标准  

 

 

 

执笔人：吴兴红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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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材料与技法》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16）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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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油画综合材料与技法        课程代码：13112516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油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 3 学分 

学时：60 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5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材料与技法》是美术学油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

解油画材料的形成历史、发展以及其材料自身的局限性。分析现当代油画创作特点。学和借

鉴优秀艺术家技法，在保持油画语言特性的前提下，努力尝试各种材料与油画创作的可能性，

掌握其材料的特点和综合运用技能技法，为毕业创作大好基础。 

 

三  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传统油画技法上的一门拓展课，在保持油画语言独立性的基础上，通过对油画

材料制作、厚薄、堆积、干湿，工具制作、用笔的快慢、不同画布、不同平面上的不同肌理

制作、加入其他材料和媒介剂等诸多方式，在主题、无意识、具象或抽象等要求前提下，进

行大量的实验和总结并掌握多样有效的材料处理的技能技法。鼓励学生在大艺术的前提下跨

越专业的局限创作。如设计、舞蹈、影像、雕塑和文学等自由创作。培养学生表达的主动性、

创新性，扬长避短，主动选择发现适合自己的材料和技法进行独立创作。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油画及其它材料材料特点，在尊重材料记忆性的

基础上掌握油画颜料的制作、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画法绘画工具的制作、用笔速度的

思考。以及掌握水粉、色粉、水泥、石膏、现成品等其它材料综合和深入试验与创作能力。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对油画工具、颜料的制作原理基础上，追问油画材料本身和大

胆试验各种手法、其它材料来打破对油画的简单认识和二维平面的思考。运用多材料、多手

法的探索丰富对艺术表现维度的思考，从而突破学生自己的局限性找到适合自身材料和艺术

语言进行创作，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修养等素质，开阔学生的艺

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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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材料的

概述 

1.掌握油画材料发展历史和油画

语言的发展状况； 

2.理解材料的概念、属性和如何分

析材料； 

3.理解材料并通过综合材料看中

外现当代艺术。 

1.理论教学内容： 

（1）以油画为例分析中世纪到当代油画材料

的演变； 

（2）材料的狭义的概念到广义的概念； 

（3）以架上绘画、行为、现成品、装置、影

像等现当代主流艺术上分析材料的选择与艺

术家生长环境和认知结构的关系。 

1.如何理解材料的广度和自身

选择的关系； 

2.分析材料语言的与艺术家创

作的关系。 

2 0 

2 

油画材

料试验

阶段 

在限主题和不限主题的前提下，通

过油画颜料的制作、工具制作和布

料和不同平面肌理制作的选择，以

及其他材料加入油画如：颜料、

之、布料、现成品等完成多幅油画

创作作品。 

1.理论教学内容： 

（1）油画材料的演变历史。 

2.实践教学内容： 

（1）学习油画颜料制作（有色材料、色粉、

土壤、其它粉末等等材料与油画调和剂制成

颜料）绘画工具制作（各种大小、形状材料

的笔刮刀制作）； 

（2）平面的选择制作.（木板、铝板等，各

种肌理）油画的干湿、厚薄技法语言研究； 

（3）异质材料介入油画创作。 

重点突出在油画材料的反思和

通过各种试验拓展油画在架上

绘画的思考。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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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材

料创作

阶段 

在了解材料属性的前提下 ，给定

题目创作做限定性创作和自选感

兴趣的材料创作。 

1.理论教学内容： 

综合材料概述。 

2.实践教学内容： 

（1）材料杂糅架上创作； 

（2）在限定性题材和材料的范围内进行创作

如：纤维、纸张和铁丝。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一人或一组平面、立体或影响多手法多语言

创作。 

1．以追问、梳理、探讨和多种

试验的方式进行材料创作； 

2.以系列创作方式由易到难和

由小幅到大幅循序渐进方式进

行材料创作试验为宜； 

3.由杂糅逐渐到纯粹不可一味

求快； 

4.做创作笔记。 

2 20 

4 

个人材

料语言

创作 

1.选择自己喜欢的材料和主题创

作。 

1.理论教学内容： 

（1）材料与艺术家创作关系选择。 

2.实践教学内容： 

（1）选择自己喜欢的创作主题； 

（2）以文案的方式做好材料创作计划和预

算； 

（3）有步骤是创作意图。 

重点放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

自己的创作意图。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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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性评价和能力的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

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鼓励学生创新实践。任课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

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

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

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

优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油画材料与技法》.姚尔畅 .安徽美术出版社，2008年 

[2]《欧洲绘画大师技法与材料》.马克思·多奈尔.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3]《画室中的秘密：当代油画材料与技法新探究》.邱磊. 河北美术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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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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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油画（头像写生)           课程代码：13112517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油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3学分 

学时：60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5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油画（头像写生）》课程是美术学油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针对的是

有一定色彩基础和油画基础的学生，通过对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油画头像的基本概

念和表现手法，更加熟练地掌握油画材质的特性、和运用技巧，进一步巩固有关比例、色调、

冷暖、透视等知识在色彩中的应用，熟悉立体造型和色彩表现的基本规律，尝试探索更为具

体的艺术表现手段，提高对色彩作品的审美和鉴赏能力，并能够将所学运动到将来的艺术创

作实践及美术教学活动中去。 

油画（基础）通常在色彩Ⅰ（静物、头像写生）、色彩Ⅱ（胸像、全身像写生）等先行

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选择油画专业方向，油画（头像）、油画（半身像）、油画（材

料与技法）、油画（创作基础）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油画（头像写生）》是通过知识的讲解和技能的实践，秉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循序

渐进的原则，使学生掌油画头像的正确步骤、方法，在写生中培养正确的观察方、理解和表

现对象的方法，学会运用艺术规律和形式美的法则，准确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和设计意图，

达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知识水平，并能适应美术教育工作的应用需要。油画头像写生是色彩

造型艺术的基础，能很好的反映和锻炼学生的造型能力与色彩运用能力。一方面需要让学生

在了解色彩的基本规律，了解油画材质的特性的前提下，在写生中学习驾驭这种材质并发挥

出油画在色彩表现中的优势；另一方面也需要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扩大视野，举一反三，

深入了解和探索各种表现手法，勇于实践，暴露缺点，并加以修正。并根据学生色彩学习目

的和造型基础的不同，采取分层教学。在课程设计上，要突出专业技能的培养，保证教学形

式灵活多样。在确保课程整体性、系统性、连贯性的前提下，积极探索适合学生实际水平的

教学内容和方法，实现教与学的最优化，最大限度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专业水平。任课教

师可以通过备课、观摩、说课、评课、案例分析等形式，开展课堂研讨活动，努力追求“短

时间、高质量”的课堂教学效果。为以后的教学课程和创作打下良好的实践基础。 

知识目标 

掌握油画头像的基本知识和概念，肖像油画的发展历史，总结油画肖像的构图规律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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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规律，如头颈肩的造型结构关系，具体到比例、透视，画面色彩的明暗关系、冷暖关系和

纯度关系对比，画面色彩结构的分配，细节的刻画，人物神态的表现，不同技法的运用，色

彩和形体的夸张表达等等。 

能力目标 

提高学生的造型能力，纠正观察对象的方法。进一步掌握油画的表现特质，在塑造中进

一步锻炼色彩表达能力，体积的塑造能力和空间的表现能力，细节的刻画能力，头发、皮肤

等质感的表现能力，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和习惯，能够独立完成在构图，色彩，造型，表现

手法上都相对成熟的油画头像作品。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文化品位、艺术格调，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增强知识素养，了解各种色彩的风格和优点，进一步掌握油画语言在色彩造型中的运用，在

实践中逐步建立适合自己的造型语言，培养学生表达自我的意识，引导学生用正确的观察对

象的方式和角度去理解对象，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持之以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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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油画肖

像画概

述 

油画人物写生一般按头像、胸像、半身像、

全身像和人体写生等五个课题循序渐进。油

画头像写生的教学注重人物写生造型能力训

练，掌握基本的绘画方法和步骤，并对点、

线、面、形、色、质在内的绘画基本形式要

素进行深入的学习与研究。通过课程训练使

学生掌握油画人物头像写生的传统方法，培

养较高的绘画观察分析能力和熟练的表现技

巧，为今后的油画人物课教学和创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 

1.理论教学内容： 

（1）了解油画头像的概念及特点； 

（2）练习油画头像的重要性、目的及功

能； 

（3）油画的工具以及使用方法； 

（3）油画头像写生的步骤以及观察方

法。 

1.学习时注意了解油画材

料的特性，了解油画肖像在

国外的发展历史。 

2.重点掌握油画头像的构

图和造型上的基本特征。 

2 0 

2 

油画头

像写生

作品欣

赏 

1.初步掌握油画肖像作品的欣赏方法； 

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 

1.理论教学内容： 

中外优秀油画肖像作品赏析。 

油画头像的色彩表现特点；

掌握油画头像的基本造型

结构，把握其色彩关系；色

彩表现中儿童、青年、老年

人物的比例与冷暖区别；头

部五官细节的塑造方法；讲

解范画，直观地了解色彩中

油画头像常见的表现手法。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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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油画头

像写生  

1.掌握油画头像基本方法与步骤； 

2.熟悉油画材质和基本技法；提高学生的构

图能力。 

3.探索适合自己的油画表现语言，提高学生

的审美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油画造型表现的基本规律； 

（2）油画的调色、用色、用笔技巧； 

（3）油画的特殊表现技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掌握构图的基本法则； 

（2）掌握油画头像的步骤和工具； 

（3）掌握五官比例和头部肩颈关系的结

构特征； 

（4） 掌握表现皱纹、肌肉、衣服等不

同质感的方法； 

（5）进一步学习概括、描述、分析色彩

的冷暖关系； 

（6）探索适合于自己的表现语言和方

法，提高造型能力。 

重点了解光色在形体上的

变化规律，头颈肩的造型规

律，和构图规律，运用整体

观察、局部深入的方法进行

油画头像写生。中途根据学

生的掌握情况进行点评，探

讨和讲解。 

4 40 

4 
油画头

像写生 

整合所学理论和总结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

动独立完成一张完整的油画肖像写生，体现

造型能力和审美意识。 

1.实践教学内容： 

油画头像写生实践训练。 

灵活运用平时所学，独立完

成油画头像写生，加深对所

学知识的理解，提高审美能

力。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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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在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学

生的具体设计方案推荐学生阅读相关资料及书籍。 

    主要参考书 

[1]《色彩》.杨贤艺彭一虹.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油画材料与技法》.姚尔畅.安徽美术出版社，2008年 

[3]《油画》.钱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4]《依维卡古典油画技法》.刘仁杰.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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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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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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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油画（半身像）           课程代码：13112518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油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2学分 

学时：36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28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油画（半身像）课程是美术学油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直接关系到人才

培养目标的实现，是油画半身肖像写生为主要教学内容，以油画的技法为基础技法，如何掌

握科学的色彩观察方法和表现技能的一门重要课程。通过学习课堂讲解，使学生了解油画半

身像的基本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油画人物的基本理论、基本写生方法和技巧，

能准确表现人物头、颈、胸、手的比例与透视、结构和色彩关系,并通过观看分析大师的名

作提高学生的油画表现技法和艺术修养。 

油画（半身像）通常在色彩Ⅰ（静物、头像写生）、色彩Ⅱ（胸像、全身像写生）、油

画（基础）、油画（材料与技法）、油画（头像写生）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

学习油画专业方向，学习油画（全身像、人体）、油画（创作基础）、毕业创作等课程筑牢

基础。 

 

三 课程目标 

本课程通过知识的讲解和技能的实践，秉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循序渐进的原则，使学

生掌握油画（半身像）的正确步骤、方法，培养正确的观察对象、理解对象和表现对象的方

法，学会运用艺术规律和形式美的法则，准确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和意图，达到教学大纲所

要求的知识水平。 

本课程的具体要求是，通过学习课堂讲解，使学生了解油画（半身像）的基本知识，如

构图、比例、色彩冷暖、造型等；通过写生实践，使学生掌握正确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技巧；

通过评点和课堂讨论，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最终使学生将这些能融会贯通，培养创造力，

以便在今后的职业中灵活运用。总体目标是，通过油画（半身像）的训练，提高学生的色彩

表现能力、审美鉴赏能力和创造力，掌握油画（半身像）写生的步骤和方法，同时探索适合

自己的造型语言。 

知识目标 

掌握有关油画（半身像）的基本知识和概念，如头部与胸部和人物全身的构图安排、比

例、明暗关系和色彩的冷暖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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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 

掌握油画肖像要求的表现能力，包括准确的描绘能力，体积和空间的表现能力，冷暖和

表现的刻画能力，五官、头发、年龄等的塑造能力，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和习惯，能够独立

创作完整的油画半身像作品。 

素质目标 

掌握正确辨别作品的鉴赏能力，增强知识素养，了解各种油画半身像的风格和优点，培

养自主创新的意识，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持之以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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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1 

油 画 半

身 像 基

础知识 

1.了解油画半身像的概念及其特点；

油画半身像的重要性、目的及功能； 

2.油画半身像的学习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进一步了解各种工具的特点； 

（2）学习油画的各种表现方法； 

（3）阅读范画，优秀作品，临摹范画。 

1.学习时注意了解油画半身

像与油画静物、油画头像的

区别；了解各时期油画半身

像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作品。 

2 0 

2 

油 画 半

身 像 的

写 生 的

步 骤 和

方法 

1．掌握构图的基本法则； 

2.掌握油画半身像的步骤和工具； 

3.掌握五官比例和手部的结构特征。 

1.理论教学内容： 

（1）油画半身像的技法特点和作画步骤； 

（2）油画半身像色彩与静物色彩的关系与区

别。 

2.实践教学内容： 

（1）掌握油画半身像的基本画法； 

（2）掌握油画半身像写生的色彩关系和造型

方法； 

（3）掌握脸和手的画法。  

1.学习油画半身像写生构图

的基本法则； 

2. 油画半身像写生的步骤

和方法； 

3.脸和手的画法。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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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油 画 半

身 像 的

表 现 手

法 

1．理解造型语言的意义。2．掌握皱

纹、肌肉、衣服等不同质感的表现方

法； 

3.掌握不同年龄段的表现技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讲解范画，了解油画半身像常见的表现

手法和造型语言； 

（2）了解色彩中儿童、青年、老年人物的比

例与冷暖区别； 

（3）学习不同年龄段的头部五官与手部的塑

造方法； 

（4）创作思维的学习。 

2.实践教学内容： 

（1）不同年龄阶段人物半身像写生的步骤和

方法； 

（2）有目的地运用某一特定的技法语言来表

现； 

（3）把创作思维加进写生当中，为毕业创作

做准备。 

1.色彩与造型的契合； 

2.画面的完整感； 

3.特殊技法的学习； 

4.重点掌握不同年龄阶段的

不同表现手法。 

2 18 

4 

油 画 半

身 像 作

品欣赏 

1.初步掌握油画半身像作品的欣赏

方法； 

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 

1.理论教学内容： 

（1）中外优秀油画半身像画家作品赏析； 

（2）历届全国美展油画肖像作品赏析。 

重点掌握油画半身像作品的

欣赏方法。 
2 0 

 

 

 

 



 

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性评价和能力的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

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鼓励学生创新实践。任课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

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

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

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油画肖像经典技法》.克丽丝·萨珀著，路雅琴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 

[2]《色彩》.杨贤艺 傅小彪.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油画教学：第一工作室》.朝戈.北京大学大学出版社，2007年 

[4]《油画人物教学》.袁元.重庆出版社，2014年 

[5]《油画肖像课堂教程》.忻东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执笔人：彭一虹 

梁  洁 

审核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F%CB%C0%F6%CB%BF%A1%A4%C8%F8%E7%E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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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全身像、人体）》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19）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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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油画（全身像、人体）        课程代码：13112519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油画专业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3学分 

学时：60 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5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油画（全身像、人体）》课程是美术学油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是美

术学专业油画方向的专业拓展课程。是油画全身像、人体写生为主要教学内容，以油画的技

法为基础技法，如何掌握科学的色彩观察方法和表现技能的一门重要课程。通过学习，使学

生了解油画全身像、人体写生的基本知识，使学生掌握油画全身、人体写生的基本理论、基

本写生方法和技巧，能准确表现人物头、颈、胸、手、腿等比例与透视、结构和色彩关系,

并通过观看分析大师的名作提高学生的油画表现技法和艺术修养。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掌握油画全身像及人体的绘画步骤。建立学生科学的色彩概念，培养学生

敏锐的色彩观察力，迅速捕捉对象的真实感；生动、准确地把握对象的形体感、色彩感。

使学生进一步熟悉和掌握油画材料的特性及相互协调运用；在实践中体验形和色结合

的方式。 

知识目标 

在学习的过程中，把握画面的整体关系，掌握艺术规律、强化用色彩造型。 

能力目标 

根据学生专业基础不同的情况，要用因材施教的方法，课堂教学除讲授专业理论

知识外，同时采取作品赏析、直观写生示范等手段，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并提高其

色彩审美和思维能力。 

素质目标树 

立正确的色彩观念，养成整体观察的习惯，把握大关系和组织色调，画的过程要

讲究绘画性，主动去寻找形成色彩的一些规律，画后要善于审视画面的整体效果。提

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修养等素质，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

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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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油画全身

像写生 

油画全身像人像具有非常明显的肖像特点，是

油画人像教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训练起着

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深入研究头、颈、胸、

四肢的结构和动态规律，收到巩固、深化全身

像写生的效果；另一方面，进一步研究躯干与

四肢，提高色彩造型的综合能力，为油画人体

打好基础。 

1.理论教学内容： 

（1）油画全身像写生规范及要点分

析； 

（2）衣纹的结构处理； 

（3）四肢的描绘。在全身像绘画中，

作者必须通过四肢的造型刻画使观众

产生审美联想。 

2.实践教学内容： 

油画全身像绘画步骤的训练。  

1.掌握油画全身像的绘画步

骤； 

2.掌握艺术规律、强化用色

彩造型； 

3.把握画面的整体关系。 

4 26 

2 
油画人体

写生 

1.油画人体写生具有非常明显的肖像特点，是

油画人像教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训练起着

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深入研究头、颈、胸、

四肢的结构和动态规律，收到巩固、深化人体

写生的效果；另一方面，进一步研究躯干与四

肢，提高色彩造型的综合能力，为油画创作打

好基础；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

人文修养等素质，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提高

学生的创新精神。 

1.理论教学内容： 

（1）油画人体写生规范及要点分析； 

（2）四肢的描绘。在人体写生绘画中，

作者必须通过四肢的造型刻画使观众

产生审美联想。 

2.实践教学内容： 

油画人体绘画步骤的训练。  

1.掌握油画人体写生的绘画

步骤； 

2.掌握艺术规律、强化用色

彩造型； 

3. 重点把握画面的整体关

系。 

4 26 



127 

 

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教学评价侧重对排版的创意性和完整性，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

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

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

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

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

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

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

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

优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 《暗箱:西方经典油画技巧探秘》.邸立丰.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3年8月  

[2]《色彩》.杨贤艺、彭一虹、李晓勇.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7 月 

[3]《色彩》.杨贤艺、傅小彪.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7 月 

[4]《色彩》.赵亚华、李卓等.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7 月 

 

 

 

 

执笔人：杨贤艺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25E9%2582%25B8%25E7%25AB%258B%25E4%25B8%25B0&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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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创作基础）》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20）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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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油画（创作基础）          课程代码：13112520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油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 3 学分 

学时：60 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5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油画（创作基础）》课程是美术学油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油画创作的历史，国内外现当代油画创作的现状及名家的技法特点。掌

握油画创作从素材收集、构思、小稿、制作过程以及作品成型整个创作流程，从而为毕业创

作提供技法支持。 

油画（创作基础）通常在色彩Ⅰ（静物、头像写生）、色彩Ⅱ（胸像、全身像写生）、油

画（基础）、油画（头像写生）、油画（半身像）、油画（材料与技法）、油画（全身像、人体）

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进行的毕业创作及工作实践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学生选择其生活中最关注的主题、擅长的技法、

扬长避短，合理借鉴和有效过程把控，首次完成自己的、真实的、哪怕是诸多不足的油画创

作。 

知识目标 

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学生选择其生活中最关注的主题、擅长的技法、

扬长避短，合理借鉴和有效过程把控，首次完成自己的、真实的、哪怕是诸多不足的油画创

作。 

能力目标 

对国内外艺术史中油画语言的梳理的前提下，明确油画材料和语言的发展历史、油画创

作的魅力以及它与我、他人、自然、社会的关系。让学生掌握一些适合自己的基本油画创作

技法，实现有限的突破，为以后的创作和教学工作服务。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修养等素质，开阔学生的艺

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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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油画 

概述 

1.掌握油画材料发展历

史和油画语言的发展状

况； 

2.了解主题与主体艺术

创作的关系。 

1.理论教学内容： 

（1）以油画为例分析中世纪到当代油画材料的

演变； 

（2）分析主题（叙事与非叙事）创作特点； 

（3）以风景、人物、静物、动物抽象等分类分

析油画语言与主题创作关系，引导学生选择自

己喜欢的创作类型思考自己创作； 

（4）从客观写实、主观表现和抽象等表现手法

分析大师作品； 

（5）如何理解艺术创作中的深入与简化的关

系。 

1.以油画为媒介从图片文本方

面解读中外艺术史； 

2.如何在个案分析喜欢艺术家

的前提下接合自身创作进行思

考。 

8 0 

2 
创作准

备阶段 

1.收集素材确定主题； 

2.创作小稿。 

1.实践教学内容： 

（1）引导学生从生活、自然、社会、历史、政

治中等方面接合自身体验上选择创作题材。通

过平时收集、网络、拍摄、走访、采风等多种

方式，广泛收集素材； 

（2）在主题确定和素材充分的前提下，决定画

框形状、构图（多个）和色调。并反复推敲主

次、黑白灰和色彩与主题表达的关系，合理分

析创作过程将会遇到的问题 。如：工具、呈现

材料、实施步骤等等。 

重点引导学生如何选题，并在

坚持主体为主前期下引导其多

资料、多角度和多做稿子实现

创作意图。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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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作 

实施 

这是创作最主要的阶

段。需要将前一步骤的小

稿转化为制作和上升到

作品的阶段。每一步都需

要以饱满的热情程序推

进，探索、学习和体会并

重。选择适合自己主题尺

幅的起稿方式，明确主

次、色调与画面的情绪，

远近并济。反复体会笔

触、色彩、空间和情绪几

者之间的关系。不可一味

图快，重形式而轻过程体

会。 

1.实践教学内容： 

（1）按比例和创作初衷放稿； 

（2）铺大色调； 

（3）调整黑白灰； 

（4）从主题、主次和塑造和表达创作。 

1如何保重创作的步步推进； 

2.如何利用网络、书籍和老师

的指引主动解决问题。 
0 30 

4 
创作 

调整 

调整并不只是在创作的

最后阶段，在作画的过程

中也伴随者不同程度的

调整，只是最后阶段的调

整更注重全局意味。 

1.实践教学内容： 

（1）虚实关系调整； 

（2）局部色彩关系调整； 

（3）笔法协调； 

从而上升成一幅完整的作品。 

重点从大师或喜欢的艺术家的

作品中分析如何是“何为一幅

完整的画面”。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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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并

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

优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暗箱:西方经典油画技巧探秘》.邸立丰. 辽宁美术出版社，2013年  

[2]《当代油画 5:主题性创作专辑》.唐华伟.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3年 

[3]《当代油画(第 2辑):新写实专辑》.唐华伟. 安徽美术出版社，2013年 

[4]《当代油画 4:新表现专辑》.唐华伟.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3 年 

[5]《剖析油画的奥秘:写实静物创作》.秦科 . 天津杨柳青画社，2015年 

 

 

 

 

执笔人：向  强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25E9%2582%25B8%25E7%25AB%258B%25E4%25B8%25B0&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25E5%2594%2590%25E5%258D%258E%25E4%25BC%259F&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25E5%2594%2590%25E5%258D%258E%25E4%25BC%259F&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25E5%2594%2590%25E5%258D%258E%25E4%25BC%259F&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25E7%25A7%25A6%25E7%25A7%2591&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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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篆刻艺术》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21）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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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书法篆刻艺术              课程代码：13112521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中国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3学分 

实践学时：60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5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书法篆刻艺术》课程是美术学中国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是培养学生

的书法篆刻技能与审美能力为核心，兼具文化传承与技法训练特性为一体的专业实践实训课

程。主要包括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的发展简史，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历代经典作品的赏析，毛笔

楷书、毛笔行书、毛笔隶书的基本学习方法与书写技法。主要帮助学生比较熟练地掌握毛笔

楷书、毛笔行书、毛笔隶书的书写能力，初步具备书法作品的书写及审美能力。也包括篆刻

艺术基本的技能与技法，主要帮助学生比较熟练的掌握篆刻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法，并能将

书法篆刻艺术中涉及的审美与技法能力融汇于美术学专业学习中，提高学生良好的综合素

养。 

本课程围绕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美术学专业化教育的目标，体现《美术学课程标准（试行）》

精神，积极创新美术学专业培养模式，强化实践环节和教育能力训练，着力培养美术学专业

学生的书法篆刻艺术修养，为提高学生的书法篆刻技能，塑造良好的技能与素养提供支撑。 

本课程在培养美术学专业学生专业素养和从教技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提高美术学专

业教育质量的重要一环，对高等师范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和职业素质的养成起着重要作

用。 

本门课程所着力培养的综合艺术能力，是美术学专业学生专业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三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从知识、能力、素质三个方面设计。三者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目标的设计着

眼于美术学专业学生书法篆刻能力与审美能力的提高。 

知识目标 

通过实训教学，学生应基本掌握毛笔楷书、毛笔行书、毛笔隶书和篆刻的基本学习方法

与技能技法，结字的书写技法与审美特性，以及常见书法篆刻作品的章法格式。 

能力目标 

通过实训教学，学生应基本掌握书法篆刻的基本的用笔、用刀技巧与结构规律，并能运

用这些技巧与规律比较熟练地进行书法与篆刻实践，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今后的专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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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服务。  

素质目标 

通过实训教学，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特别是书法篆刻艺术的认同与体会，激发学生对传

统书法篆刻艺术的喜爱，提升学生的艺术欣赏水平与文化素质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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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毛 笔 书

法 基 础

训练 

1.了解中国书法发展概况即历代书法精典作品； 

2.了解毛笔楷书行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历代楷书行书经典作

品，了解汉字的形体与书体，理解书法学习对学生成长的重要

意义，学会毛笔楷书行书基本的练习方法； 

3. 掌握毛笔楷书行书基本的笔画写法、形体特点及结构规律；

学会书法临摹的基本方法与要求； 

4. 理解楷书行书审美的基本要求，对楷书行书书写中的力感、

节奏、协调性等方面有一定的把握和理解； 

5.了解毛笔隶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历代隶书经典作品，学会毛

笔隶书基本的练习方法； 

6.掌握毛笔隶书基本的笔画写法、形体特点及结构规律；学会

隶书临摹的基本方法与要求。能够借助临摹形成基本的作品章

法； 

7.理解隶书审美的基本要求，理解隶书的基本审美方法与技法

概念； 

8.能够在书写过程中逐步培养对书写的审美，尝试从不同的角

度去欣赏书写。 

1.理论教学内容： 

（1）中国书法简史； 

（2）历代书法精典作品赏析； 

（3）毛笔的执笔方法与书写姿势。 

2.实践教学内容： 

（1）毛笔楷书行书笔画训练； 

（2）楷书行书经典作品临摹； 

（3）常见的楷书行书章法； 

（4）楷书行书学习方法； 

（5）毛笔隶书用笔技巧与笔画训

练； 

（6）选帖与临摹技巧； 

（7）书法作品章法。 

1.了解中国书法发展简

史； 

2.掌握书法作品心赏的

基本理论与方法； 

3.掌握毛笔书法的基本

技法、结构规律及章法

形式。 

5 34 

2 
篆 刻 训

练 

1.了解篆刻艺术的发展简史以及历代篆刻经典作品； 

2.理解篆刻艺术审美的基本要求、基本的审美方法与技法概念； 

3.掌握篆刻基本技法； 

4.汉印的临摹方法； 

5.常见的章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篆刻艺术发展简史； 

（2）历代篆刻精典作品赏析。 

2.实践教学内容： 

（1）篆刻作品的章法与形式； 

（2）篆刻创作实践。 

1.了解中国篆刻发展简

史； 

2.掌握篆刻作品心赏的

基本理论与方法； 

3.掌握篆刻的基本技法

及章法形式。 

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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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六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大学书法训练教程》（第一版）. 张学鹏.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2]《书法篆刻-美术卷》（第一版）.王冬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 

[3]《书法基础与欣赏》（第一版）. 钟明善.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 

[4]《书法》（第一版）. 邱振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5]《历代书法论文选》（第一版）.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6]《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第一版）.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7]《中国书法史（七卷本）》（第一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年 

 

 

 

执笔人：喻志全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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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工笔花鸟）》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22）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139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中国画（工笔花鸟）        课程代码：13112522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中国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3分 

学时：60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5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中国画（工笔画）》课程是美术学中国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是以工

笔花鸟发展简史、工具材料、制作方法与步骤等为主要教学内容，以讲授、多媒体展示、示

范为主要教学手段，以临摹和写生为主要训练方法。是研究工笔花鸟线描造型与色彩表现的

一门重要课程。写生和临摹为主要教学手段专业教育课程必修课之一。通过对这门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了解花鸟画的发展脉络，清楚当前的发展现状；掌握古代工笔花鸟画的作画方法

步骤及现代工笔花鸟画创作的常用技法并熟悉不同材料的应用；掌握工笔花鸟画的写生方

法，并根据写生的素材和已经掌握的绘画技法进行工笔花鸟画创作的训练。 

工笔花鸟是在素描、色彩、国画基础之后开设的一门课程，要求有一定造型基础和色彩

基础，懂得基本美学原理；能够承接后续课程写意花鸟、工笔人物、写意人物、山水等，做

好基础铺垫。 

 

三  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研究工笔花鸟画表现的技法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让学生了解工笔花鸟画的

发展概况，认识工笔花鸟画的艺术特征，学会花鸟画的写生方法，掌握花鸟画的表现技法和

步骤，并能根据写生搜集的素材进行创作，提升学生的鉴赏能力、审美能力与表达能力，并

能适应美术教育工作的需要。 

知识目标 

能用线描进行花鸟画写生构图，掌握构图法则和造型方法，学会花鸟画的表现技法和制

作步骤。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的线描造型能力，对艺术品的审美与鉴赏能力，以及工笔花鸟画的表达能力，

并能合理运用到教学中来。 

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艺术格调，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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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工笔花鸟

概述 

1. 掌握工笔花鸟的概念，所用工具材

料； 

2. 熟悉工笔花鸟画独特的表现形式和

方法； 

3. 花鸟画风格的形成以及发展演变过

程。 

1.理论教学内容 

（1）工笔花鸟画的概念； 

（2）独特的表现形式； 

（3）花鸟画风格形成与演变。 

重点掌握工笔花鸟风格形成

和独特的表现形式。 
1 0 

2 
花卉的结

构与形态 

1. 掌握花、叶、茎的结构、形态和变

化； 

2. 能用线描勾勒花、叶、茎； 

3. 能晕染花、叶、茎。 

1.理论教学内容 

（1）花的结构与形态； 

（2）叶的结构与形态； 

（3）茎的形态和变化。 

2.实践教学内容 

用线描勾勒花、叶、茎。 

重点掌握花、叶、茎的不同

形态，能用线描勾勒出花卉

的不同形态。 

2 5 

3 
鸟类的结

构与形态 
熟悉鸟类不同结构形态。 

1.理论教学内容： 

头部、身子、腿的基本形态。 

2.实践教学内容： 

用线描勾勒鸟的形态 

重点掌握正羽、绒羽、纤羽

的不同形态，能用线描勾勒

出鸟的形态。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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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花卉和鸟

类的着色

步骤和基

本技法 

学习花卉和鸟类的着色步骤，掌握

花卉和鸟类的基本晕染技法。 

1. 理论教学内容： 

（1）花卉的着色步骤和基本晕染技法： 

（2）鸟类的着色步骤和基本晕染技法： 

2实践教学内容： 

练习花卉与鸟类的着色、晕染。 

1重点掌握对工笔画厚重、色

彩淡雅的风格基本认识； 

2.掌握花卉和鸟类的作色步

骤和基本晕染技法。 

2 34 

5 

几种常见

的特殊肌

理效果的

制作方法 

学会几种常见的特殊肌理效果的制

作方法，用于作品丰富的表达和真

实形象的体现。 

1．理论教学内容 

（1）揉纸法； 

（2）积墨法、积色法； 

（3）撒盐法； 

（4）压印法； 

（5）拓印法系列设计的设计理念。 

2．实践教学内容 

练习各种肌理制作方法。 

重点掌握几种常见的特殊肌

理效果的制作方法。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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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工笔花鸟画技法》.曹福泉.天津杨柳青画社，2009年 

[2]《宋人·花鸟》.贾广健.辽宁美术出版社，2004年 

[3]《喻慧工笔花鸟作品选》.喻慧.天津杨柳青画社，207年 

[4]《中国花鸟精品集》.周彦生.天津杨柳青出版社，2013年 

 

 

 

 

执笔人：陈  健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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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写意花鸟）》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23 ）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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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中国画（写意花鸟）        课程代码：13112523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中国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中国画（写意花鸟）》课程是美术学中国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传

统中国水墨画的鉴赏与实践，在宏观上立足于传统文化精神和民族审美心理，体现中国画特

有的意象造型原则与笔墨表达手段的兼容与统一，在基础造型和传统线描及工笔花鸟画课题

学习和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写意花鸟画所能兼容的笔墨造型规律和审美表达形式，拓

展学生对中国画的传统文脉和审美标准的认知和判断。 

 

三  课程目标 

课程立足于写意花鸟画的经典杰作中提取、整合和吸收公共技法和核心审美共性，把握

线性语言的意造型原则与笔墨表现技能，要求学生通过临摹明清及近现代写意花鸟画大师的

代表作来把握笔墨结构、意象造型和骨法用笔的基本原则及章法布局和画面经营的基本原

理，并把这些共性规律和公共技法规范灵活运用在在写生和创作实践中，从而获得对中国画

传统精神在当下审美语境下转型与创变的初步认知，为后面的毕业创作和日后的专业成长打

下基础。 

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画最基本最核心最实质的概念、审美范畴、技术规范、品评标准及其所依存的

文化背景，感受中国画的艺术精神和独特魅力，消除对中国艺术的隔膜或误读，并打开文化

的视野。 

能力目标 

熟悉和发挥中国画的工具特点和材料性能及写意花鸟画的基本规律和技法规范，对笔墨

表现、意象造型和和画面关系方面获得初步的认知，独立完成临摹、写生和创作任务。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了解传统写意画的审美规律与语言特点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

值观获得一个基本的认知，对中国画最核心的写意精神和诗意情怀获得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

和审美判断，进而对自己的知识结构、人文修养和生活理想产生潜移默化的提升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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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写意花鸟

画的观念

与认知 

1.掌握写意花鸟画的基本概念、

演进轨迹、艺术特点和审美标

准； 

2.了解文房四宝等工具的材料

特性及其对写意语言及笔墨精

神的制约与发挥；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

调和人文修养，并开拓学生的艺

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通过典型化经典杰作来梳理写意花鸟画

的发展与演进轨迹； 

(2)写意花鸟画的意象造型原则和线性语言

特征； 

(3)写意花鸟画主要的工具、材料及特性； 

(4)写意花鸟画的“六法”标准和黄宾虹的“五

笔七墨”。 

1.各时期主要代表人物和

作品的师承关系与艺术语

言的发展脉络； 

2.写意花鸟画的文化立场、

语言特征与品评标准； 

3.写意花鸟画的工具性能

与材料特性所体现的独特

性。 

2 0 

2 

写意花鸟

画的鉴赏

与临摹 

1.把握传统技法的书写性运笔

原理、笔墨结构和画面关系以及

意境表达； 

2.在充分理解吸收和消化经典

语言的基础上运用传统共性技

法规范来组织画面。 

1.理论教学内容： 

（1）经典的意义和常规技法规范； 

（2）取法路径师承传统要解决的问题。 

2.实践教学内容： 

（1）梅兰竹菊等代表性题材中的公共技法提

炼与准确临摹； 

（2）近现代经典大师杰作（任伯年、吴昌硕、

齐白石、潘天寿）的语言归纳与梳理； 

（3）变体临摹中经典语言的变通与解构。 

1.工具性能的把握和水分

的控制，包括中侧锋转换、

以书入画、泼墨破墨与积

墨、墨分五色与以墨当色等

核心技法原理； 

2.重点范本的准确对临和

重点技法的熟练通过默临； 

3.重点范本和典型语言的

分析和重组。 

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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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写意花鸟

画的结构

写生与语

言印证 

1.了解常见表现题材的生长规

律； 

2.发现自然物象中所蕴含的生

机和理趣和画意； 

3.寻找能够触发视觉愉悦和审

美反应的兴趣点； 

4.印证传统语言并体验自然物

象与笔墨语言的转换，并逐步向

依托性准创作过渡。 

1.理论教学内容： 

（1）“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实践观解读； 

（2）写生中对“生气生机生动”的诉求和“人

与物化”的体验。 

2.实践教学内容： 

（1）草本题材的描绘，包括兰竹、杨柳、芦

苇、荷花、桂花等； 

（2）木本题材的描绘，涉及梅花、迎春花、

松柏、玉兰、牡丹、芙蓉、紫薇、山茶、桃

杏等； 

（3）藤本题材的描绘，有牵牛、丝瓜、紫藤、

葡萄、凌霄； 

（4）蔬果的表现，日常所见各类蔬菜水果所

蕴含的生活趣味； 

（5）虫鱼鸟兽的表现，限于常见的有飞禽（八

哥、喜鹊麻雀燕子、老鹰）、家禽（鸡鸭鸽牛

马羊）与水禽（鹭鸶、鸳鸯、鱼鹰、翠鸟、

丹顶鹤）和猛禽（略）； 

6.石头（太湖石、假山）。 

1.常见题材的物态、物理和

物性； 

2.单个物象物的意象造型

和组合物象的组织经营； 

3.意象造型与笔墨语言的

统一。 

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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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写意花鸟

画的过渡

创作 

1.从身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中寻

找最佳素材； 

2.2.变通运用经典语言进行依托

性小品创作练习； 

3.毕业创作的选题与草图级表达

方式的热身练习。 

1.理论教学内容： 

（1）创作思想，包括创作缘起、情感表达与

主题升华的讨论； 

（2）创作特色，针对共性化技法和审美的基

础上寻找个性化题材和发展个性化语言的可

能性尝试； 

（3）创作意义，主要在题材与手法、图式与

精神的层面上寻求变通的可能性和突破口，

从生活性、审美性和学术性出发，创造出有

新意有内涵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 

2.实践教学内容： 

（1）户外观察记录与选题论证：从身边最熟

悉的日常观察开始，从真切的视觉经验中捕

捉自我生活感受，启发自己对表现对象的直

觉敏感； 

（2）构图草稿的训练与讨论：从自然物象的

生长组合规律中生发和变通画面各种关系和

组织结构； 

（3）笔墨语言的提炼与组织；通过大自然的

启发来发现新的笔墨表现，并印证传统经典

笔墨审美诉求，让细节和全局都一画面关系

和格调品味为导向； 

（4）主体精神与主题升华；通过“画眼”点

题， 通过诗文、书法和印章来配合画面本体

语言来提升画面的精神含蕴。 

1.题材与内容的生活味； 

2.构图把握和画面完整性； 

3.笔墨表现力和格调意境； 

4.个人想法和学术探索性。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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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

方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

成绩评价上，首先侧重于学生对写意花鸟画造型规律与基本笔墨技法的把握，其次把握学

生的审美格调与笔墨语言转化及创作表达能力。在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

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和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解

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

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

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

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

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与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

优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目 

[1]《写意花鸟画技法教程》.于光华.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2]《写意精神》.张立辰，邱振中.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3]《潘天寿 吴佛之诸乐三课徒画稿笔记》.朱颖人，何子堪.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

年 

[4]《中国画艺术专史》.孔六庆.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 

[5]《中国花鸟画通鉴》.卢辅圣.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 

 

执笔人：李象松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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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写意人物）》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24）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

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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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中国画（写意人物）       课程代码：13112524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中国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中国画（写意人物）》课程是美术学中国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通

过本课题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中国写意人物画特有的意象造型原则与笔墨表达手段，并能通

过学习注重对当下人物生活的造型研究与意趣表达。 

    中国画写意人物通常在中国画工笔花鸟、中国画写意花鸟、中国画山水等先行课程之

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选择中国画专业方向和毕业创作课打好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优秀作品的临摹练习，掌握用笔、用线、用墨、用色的技

能技巧，通过人物写生的学习，掌握提炼、概括的笔墨表达方法步骤。从写意人物画的传

统技法体系到当下审美表达的演进中，把握以线条与笔墨为主的意象造型原则与水墨技法

程式。提高学生审美意识，激发学生对传统绘画的热情，为后面的毕业创作与艺术实践打

好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了解传统写意人物画的审美规律与语言特点。熟悉和了解

水墨人物画的工具材料特点，掌握用笔、用线、用墨、用色的技能技巧，掌握写意人物画

的表现规律。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运用传统笔墨语言表现人物造型的能力，研究如何运用中国画特有的意象造

型和笔墨语言进行当下人物画的写意性表现，并能应用于艺术创作。 

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审美判断力，激发学生对传统绘画的热情，拓展学生对中国画理解的视野

和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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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写意人物画

的发展历史

及艺术特点 

1.了解写意人物画的基本概念，历

史发展与演变； 

2.提高审美意识开阔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历程及写意人物画的

历史演变和经典作品； 

（2）写意人物画的艺术特点： 

意象的造型原则、以线为主的形式特征、笔

墨互助的表现手段。 

1.把握历史关键时期的人物

画转变与当代人物画的发

展； 

2.把握写意性的艺术特点； 

3．把握以线立骨、以线造型

的表现特点。 

2 0 

2 
写意人物临

摹 

1.研究与分析古代及现代写意人

物画名家作品； 

2.理解并掌握写意人物画的基本

审美标准和艺术表现特点。 

1.理论教学内容： 

（1）把握古代写意人物画的意象造型原则和

书写性线条表现的特点 

（2）学习现当代写意人物画以素描为基础的

造型特点与笔墨表达。 

2.实践教学内容： 

（1）临摹古代写意人物画作品(陈洪绶、任

伯年)； 

（2）临摹近现代及当代写意人物画作品（蒋

兆和、周思聪、韩国臻、刘国辉）。 

1.把握传统人物画的书写性

线条与意象造型特点； 

2.学习现当代人物画中的造

型原则与笔墨意趣表达。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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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写意人物画

写生 

运用基本笔墨技法进行人物画写

生。 

1.理论教学内容： 

水墨人物画写生的基本原则与一般表现方

法。（教师示范） 

2.实践教学内容： 

（1）水墨人物半身像写生（老人坐姿）； 

（2）水墨人物全身像写生（青年站姿、坐姿）。 

把握写意人物画造型规律与

基本笔墨技法。 
2 18 

4 
写意人物小

品创作 

结合乌江流域特色作写意人物画

小品的创作练习。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墨小品练习的教学意义与表现方法； 

（2）小品练习的三种类型：印象、即兴、构

成 

2.实践教学内容： 

乌江民俗特色为背景的人物画小品创作。 

创作的构图把握和画面完整

性表现。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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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上，首先侧重于学生对写意人物画造型规律与基本笔墨技法的把握，其次把握学生的审

美格调与笔墨语言转化及创作表达能力。在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

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

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

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

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

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与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水墨人物画教程》.冯远.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 

[2]《写意人物画技巧》.张望.山东美术出版社，2005 

[3]《中国画造型基础教学》.毕建勋.河南美术出版社，2008 

[4]《水墨肖像》.王晓辉.河北美术出版社，1999 

[5]《卢沉周思聪画集》.朱乃正、卢悦.广西出版社，2006 

 

 

                                                            执笔人：冯廷祥 

                                             审核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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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工笔人物)》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25）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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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中国画(工笔人物）         课程代码：13112525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中国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3学分 

学时：60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5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中国画（工笔人物）》课程是美术学中国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是学

习中国画传统人物画技法的重要内容。本课题是传统工笔山水、花鸟、写意人物技法课题学

习和理解基础课程，在传统技法的学习基础上，更注重对当下人物生活的造型研究与意趣表

达，对拓展学生对中国人物画理解的视野和提升审美能力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三  课程目标 

本课程通过对传统经典作品的临摹练习，理解传统人物绘画的审美法则。掌握工笔人物

画的造型、勾线、染墨、染色的技能技巧，通过人物临摹与写生的学习，掌握提炼、概括的

用线表达方法与步骤。从工笔人物画的传统技法体系到当下审美表达的与综合技法应用，掌

握以线条与色彩为主的现代工笔人物画技法程式。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水彩画的工具材料特点，了解中国工笔人物的艺

术特征和发展，掌握基本技法，并能进行工笔人物画技法的基本应用。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的审美眼光，掌握工笔人物画几笔技法

并能应用与艺术创作、鉴赏、评价及教学。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升学生的传统审美情趣、文化品位、艺术格调，拓宽学生的知识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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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工笔人

物画概

述 

1.立足于传统中国画的审美基

础，学习中国工笔人物画的特

点和审美认识； 

2.了解中国工笔人物画笔墨语

言与线造型的关系； 

3.学习中国工笔人物画的技法

要领，以及技法的变迁与发展

规律。 

1．理论教学内容： 

（1）工笔人物的基本概述、工具与材料的认

识和了解。 

（2）工笔人物的种类和形式分析。 

（3）传统工笔人物技法和现代工笔人物画技

法和形式。 

（4）工笔人物画的发展与展望。 

1.掌握基本的工笔人物画发展与艺

术特色； 

2.掌握工笔人物画的分类以及风格

流派的特征。 

2 0 

2 

工笔人

物画的

方法与

步骤 

1.掌握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技

法； 

2.临摹学习表现技法与实际人

物写生方法的学习。 

1．理论教学内容： 

（1）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技法； 

（2）工笔人物的传统表现技法和艺术形式。 

2．实践教学内容： 

（1）训练掌握工笔人物画写生的方法和造型

规律； 

（2）线条基本组织方法，色、墨的分染技巧

的应用与训练； 

（3）工笔人物画写生的方法和步骤训练。 

1.以线造型，层层分染的技法形式

特点； 

2.掌握工笔人物画的技法特色以及

作画技巧。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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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笔人

物画基

本表现

技法和

特殊技

法 

1.线的表现技法；  

2.分染、统染的方法步骤； 

3.工笔画用色的表现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白描线条的艺术表现方法和技巧； 

（2）传统工笔人物画的基本表现方法； 

（3）现代重彩画、壁上绘画的艺术特点。 

2.实践教学内容： 

（1）重彩法、淡彩法、浓淡相间法、没骨法

的实践训练; 

（2）工笔人物画的综合技法和学习训练； 

（3）工笔人物画的写生、构图与创作方法训

练。 

1．掌握线条的描绘技法和运用； 

2. 分染的技法与着色技法灵活运

用。 
2 32 

4 

工笔人

物画作

品欣赏 

1.初步掌握工笔人物画作品的

欣赏方法； 

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

修养。 

1.理论教学内容：  

（1）中国传统工笔人物画名家作品赏析； 

（2）当代工笔人物画作品欣赏。 

重点掌握工笔人物画作品的欣赏方

法。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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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中国古典工笔人物画临摹教程》.杨德树等.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  

[2]《线描人物画教程》.李峰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3]《线描人物画教程》.徐勇民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4]《创作与构图》.张启文.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5]《中国画》.韩玮.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执笔人：卢晓波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159 

 

 

《水彩画（静物）》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11）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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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水彩画（静物）           课程代码：13112511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水彩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3学分 

学时：60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5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水彩画（静物）》是美术学水彩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直接关系到人才

培养目标的实现，是以水彩画静物写生为主要教学内容，以水彩画的基本技法为色彩基础技

法训练手段。是研究如何运用水彩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法去塑造形体、结构、空间、质感等，

如何掌握科学的色彩观察方法和表现技能的一门重要课程。 

    水彩画（静物）通常在色彩Ⅰ（静物、头像写生）、色彩Ⅱ（胸像、全身像写生）、水

彩画（基础）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选择水彩画专业方向，学习水彩画（风景）、

水彩画（材料与技法）、水彩画（人物）、水彩画（创作基础）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掌握色彩理论知识和自然光色变化规律，掌握水彩画及其

工具材料的性能特点，使学生在绘画中将感性认识理论化、科学化，并运用正确的观察方法

和表现技法，运用理论知识指导水彩表现技巧，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对水彩画的思维、

表现和创造能力，通过水彩画静物写生将色彩理论知识与水彩实践训练相结合，提高学生审

美意识和审美情趣，为其今后的专业学习及工作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色彩理论知识和自然光色变化规律，掌握水彩画的工具

材料及性能特点，掌握水彩画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画法的基本表现技法以及水色语言

表现的基本规律。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运用水彩画基本理论知识和光色变化规律，运用水彩画的

基本技法进行深入刻画和表现水彩静物，学生能在观察能力、构图能力、表现能力、造型能

力、发现美鉴赏美表现美的能力等方面得到进一步提高。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文化艺术修养等素质，开阔学生

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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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水彩画的工

具材料及性

能特征 

1.掌握水彩画主要的工具材料以及性能

特点以及自然光色变化规律； 

2.学会运用水彩画的工具材料，掌握水

彩画调色、用水、用笔的技巧；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修养，开阔学

生的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彩画主要的工具材料及性能特征，

色彩基本理论知识和自然光色变化规律； 

（2）水彩画调色、用水、用笔基本方法； 

（3）水彩画的基本特征。 

1.重点掌握水彩画调

色、用水、用笔技巧； 

2.重点掌握水彩画的基

本特征。 

2 0 

2 
水彩画作品

欣赏 

1.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拓

宽学生的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中外优秀水彩画家水彩静物画作品欣赏。 

重点提高学生的鉴赏能

力，增加感性认识。 2 0 

3 
水彩画的基

本表现技法 

1.掌握水彩画的干画法、湿画法、干湿

结合画法等基本技法和正确的观察方

法； 

2.学会运用水彩画基本技法进行水彩静

物写生深入刻画和表现的能力；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修养。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彩画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

画法； 

（2）如何正确观察对象和进行画面构图。 

2．实践教学内容： 

主题性（陶罐等）水彩静物写生。 

1.重点掌握水彩画干湿

结合画法； 

2.重点掌握水彩画的观

察方法和画面的构图能

力、表现能力。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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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彩画的作

画步骤和方

法 

1.掌握水彩画的作画步骤和方法； 

2.提高学生水彩画的基本表现能力、观

察能力、画面的构图能力、创造能力以

及发现美鉴赏美表现美的能力。 

3.提高学生的审美和创造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彩画的作画步骤与方法。 

（2）水彩画常见的弊病。 

2．实践教学内容： 

主题性（花卉、水果等）水彩静物写生。 

1.重点掌握水彩画的作

画方法与步骤。 

2.重点掌握水彩画常见

弊病的处理方法。  

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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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水彩画》.刘昌明 .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 

[2]《新思维水彩画教程》.龙虎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3]《水彩写生教程》. [美]保罗·拉塞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年 

[4]《水彩画教程》.于莹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水彩画》.周刚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6]《水彩画技法》.冯晓阳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 

 

 

 

执笔人：董顺伟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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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画（风景）》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12）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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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水彩画（风景）            课程代码：13112512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水彩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3学分 

学时：60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5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水彩画（风景）》课程是美术学水彩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在培养学

生良好的色彩塑造能力和艺术表达能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水彩画(风景)基本理论和写生

基本技法的学习能使学生独立运用水彩工具材料进行水彩风景表现，有效地提高对水彩画审

美和表达能力。是获得水彩创作、研究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径。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了解现代

水彩的发展趋势和观念；熟悉水彩画及其工具、材料的性能特点；掌握水彩风景写生的步骤

和方法，并尝试水彩风景创作的艺术探索。水彩画(风景)通常是在学生选择水彩画专业方向

之后，在水彩画（基础）、水彩画（静物）等先行课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学习水彩画（材

料与技法）、水彩画（人物）、水彩画（创作基础）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通过讲授水彩（风景）理论知识和水彩风景写生的实践操作，使美术学专业水

彩方向的学生掌握水彩风景基本表现技巧。并通过由浅入深、由简入繁的进行水彩风景的写

生及创作训练，达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知识水平。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水彩画（风景）的概念和发展历程，掌握水彩

风景画的色彩理论知识，以及表现技法；探索水彩画（风景）的绘画语言及当代性表达研究。 

能力目标 

熟悉水彩画（风景）的工具和材料，正确掌握水彩画（风景）的观察方法和构图、光、

色表现技巧；通过水彩画（风景）的学习，培养学生色彩敏锐感受力，学会艺术的表达。掌

握现代水彩画（风景）的观念与内涵。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对水彩画（风景）的表达能力，感受自然之美。掌握现代

水彩画的新观念、新思维，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思维和表达能力，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和人

文修养等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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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水彩画

(风景)

概述 

1.掌握水彩画（风景）概念，

了解水彩画（风景）在西方的

沿革与变迁及中国水彩画（风

景）的发展与演变； 

2.掌握水彩画（风景）主要的

工具、材料特性；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

格调、人文修养，开阔学生的

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彩风景画在西方的发展概述； 

（2）水彩风景画在中国的发展与演变； 

（3）水彩风景画主要的工具、材料及特性； 

（4）水彩风景画的审美特征。 

1．学习了解水彩风景画在国外的发展历

史以及水彩画传人中国后，各时期水彩

画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作品； 

2．掌握水彩风景画透明、灵动、轻快的

审美特征； 

3.掌握水彩画（风景）的工具、材料特

性。 

2 0 

2 

水彩画

（风景）

的表现

方法与

步骤 

1.掌握水彩画（风景）作画的

基本方法与步骤； 

2.掌握水彩画（风景）的构图

技巧；掌握水彩画（风景）的

光色变化规律； 

3.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热爱

生活、感受大自然的美。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彩画（风景）的构图； 

（2）水彩画（风景）光色变化的基本规律； 

（3）水彩画（风景）作画的基本方法与步骤。 

2.实践教学内容： 

（1）课堂实践，水彩画（风景）写生整体观

察及构图表现技巧的实践训练； 

（2）课堂实践，水彩风景写生用色表达技巧

的实践训练。 

1．重点掌握水彩风景的色彩、空间透视

正确表达； 

2．掌握光、色变化规律能运用整体入手

或局部入手的方法进行水彩画（风景）

写生。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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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彩画

（风景）

基本表

现技法

和特殊

技法 

 

1. 掌握水彩画（风景）表现的

基本规律； 

2. 掌握水彩画（风景）干、湿

画法，提高学生运用水彩表现

对象的能力 ； 

3.提高学生的观察力、造型表

现能力和发现美的能力。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彩画（风景）用笔及用色的规律； 

（2）水彩画（风景）的干画法、湿画法和干

湿结合画法的特点及规律。 

2.实践教学内容： 

（1）水彩风景画的基本表现技巧训练； 

（2）水彩风景画的特殊表现技巧训练。 

1．重点掌握水彩画(风景)写生画面色彩

的协调与色调控制能力； 

2.尝试运用水彩风景画的特殊表现技法，

追求水彩画（风景）特殊肌理及偶然天成

的画面效果表达。 

2 30 

4 

水彩风

景画作

品欣赏 

1.初步掌握水彩（风景画）作

品的欣赏方法； 

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

术修养。 

1.理论教学内容： 

（1）中外优秀水彩画（风景）画家作品鉴赏分

析；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2）水彩画（风景）写生作品的评析总结，

提升学生的创作表达能力。 

重点拓展学生的艺术视野，掌握水彩（风

景画）作品的赏析方法。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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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水彩画（风景）学习过程评价和水彩运用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

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

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在水彩风景写生中去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

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

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任课教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

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

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水彩风景写生》.黄华明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 

主要参考书 

[1]《水彩风景写生技法》.王礼 刘遥 张夫也.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 

[2]《水彩画》.刘昌明.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 

    [3]《色彩》.杨贤艺 傅小彪.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4]《新思维水彩画教程》.龙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执笔人：邹  璐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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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画（材料与技法）》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13）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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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水彩画（材料与技法）     课程代码：13112513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课（水彩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水彩材料与技法》是美术学水彩专业方向的一门必修专业拓展课程。是学生能够系统

的熟练和掌握水彩画的工具材料的性能、基本技法及特殊技法的表现，并同时对水彩画基本

技法以及特殊技法中的工具肌理和材料肌理，在绘画语言、技法技巧上进行对应与解读，掌

握绘画内容和形式的对应关系。更好的选择组织不同的内容、形式采取不同的技法表现，在

实践创作中加以灵活的应用的教学活动，充分的体现其特性和特色。 

 

三  课程目标 

《水彩材料与技法》是美术学专业技法艺术表现较强的一门的技术课程。其教学目标通

过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学习、掌握水彩画的基本表现方法（干画法、湿画法）及特殊表现技

法（工具肌理、材料肌理），并加以在理论上及技术的深入研究和分析。从感性认识提升到

理性认识，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环境、季节变化采取不同的表现技法，增强艺术创作的表

现力和感染力，提高其培养审美能力，符合人才培养方案的目标要求，适应以社会的需求。 

知识目标 

通过技法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了解水彩画材料特性和工具材料的使用，掌握水彩画的

基本技法（干、湿画法）及以特殊技法为重点（材料、工具肌理）的各自特点和性能进行运

用及表现，并根据技法的变化原理及色彩的偶然性，利用肌理的可变因素，丰富作品的视觉

感染力，塑造个性化的知识体系。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及对事物的观察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学生构建空间关系的审美眼

光，把材料与技法的表现灵活运用到艺术创作中去。 

素质目标 

升华学生的审美意识、情趣、文化品位、艺术格调，拓展和开阔学生的综合知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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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水 彩 画

的 材 料

与工具 

1.特殊技法的材料运用与

工具选择； 

2.材料性能和工具结合的

特殊表现。 

1.理论教学内容： 

（1）材料肌理特殊表现技法运用与创新； 

（2）工具肌理特殊表现技法运用与创新。 

2.实践教学内容： 

（1）材料、工具及特殊肌理效果的表现技法实践训练。 

1.材料工具的性能及特点

在表现技法上的创新与实

践； 

2.材料与工具的特殊表现

作品赏析。 

4 8 

2 

材 料 与

技 法 的

创新 

1. 水彩绘画中的技法选择

与材料的关系； 

2.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表达。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分控制与造型技巧（干、湿画法）； 

（2）以水为主的特殊表现技法； 

（3）以纸为主的特殊表现技法； 

（4）以颜料为主的特殊表现技法； 

（5）以其他材料为主的特殊表现技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水分控制与造型技巧（干、湿画法）； 

（2）以水为主的特殊表现技法实践练习； 

（3）以纸为主的特殊表现技法实践练习； 

（4）以颜料为主的特殊表现技法实践练习； 

（5）以其他材料为主的特殊表现技法实践练。 

不同材料的特殊技法表

现。 
4 8 

3 

水 彩 画

的 情 绪

表达 

1.新材料、新工具、特殊技

法的综合应用； 

2.提高学生发现美、表现

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 

1．实践教学内容： 

（1）各种特殊技法的综合应用； 

（2）不同新材料、新工具的创新表达； 

（3）水彩优秀作品分析。 

水彩绘画的语言解读与评

价。 
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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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侧重于新材料、新工具、特殊技法表现的

考核。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

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

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

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

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

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

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水彩材料与技法实验教程》.汪晓署.济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 

主要参考书 

[1]《水彩艺术教程》.祝炎春.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 

[2]《美国当代水彩画技法（美）.罗伊克拉夫特编著.曲艳娜 常自为译. 辽宁美术出版

社，1998年 

[3]《水彩画技法新探》.何建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执笔人：柳小成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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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画（人物）》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14）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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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水彩画（人物）            课程代码：13112514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水彩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水彩画（人物）》课程是美术学水彩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直接关系

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是以水彩人物写生为主要教学内容，以水彩材料表现人物肖像为训

练手段。是研究水彩材料、人像表现技法的实践性学科。是准确的掌握色彩、空间、结构变

化规律，提高学生的水彩画水平的一门重要课程。 

    水彩画（人物）通常在水彩画（静物）、水彩画（风景）、水彩画（材料与技法）先行课

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学习水彩画（创作基础）、专业实践（专业竞赛）等课程筑牢基

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熟悉和了解水彩材料特性；把握人物肖像的基本塑造；了

解水彩人物写生的表现要素；理解和掌握水彩人物写生的基本方法和表现技法；培养学生的

审美能力以及基础的色彩造型和构图能力；能够从不同风格的表现技法中吸取营养，从而使

学生的水彩画水平有进一步的提高，为其今后的学习及工作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水彩人物写生要素，水彩人物写生的色彩特征，

水彩人物写生的基本表现技法，水彩人物写生的着色程序等方法和规律。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掌握水彩人物写生的基本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正确的观察

方法和表现技法，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升学生水彩修养的创造性和水彩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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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

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水彩人物

头像写生

（男、女） 

掌握水彩人物肖像

写生的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彩人物肖像写生的方法与步骤； 

(2)水彩人物肖像写生的表现技法。 

1.学习时注意了解水彩人物写生的色彩特

征； 

2.重点掌握水彩人物写生的着色程序。 

2 0 

2 

水彩人物

头像作品

欣赏 

1.初步掌握水彩画作品的

欣赏方法； 

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 

1.理论教学内容： 

优秀水彩画作品欣赏 
掌握水彩画作品的欣赏方法。 2 0 

2 

水彩人物

胸像写生

（男、女） 

掌握水彩人物头像写生的

方法。 

1.实践教学内容： 

（1）水彩人物头像（男）写生训练； 

（2）水彩人物头像（女）写生的表现

技法。  

重点通过水彩表现技法运用，熟悉水彩人物

写生的表现技巧。 
0 20 

3 

水彩人物

全身写生

（带场

景） 

1.掌握水彩人物写生的表

现技法，完成带场景的人

物全身写生； 

2.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场景构图； 

（2）色彩空间的表现； 

（3）画面意境呈现。 

2.实践教学内容： 

  带场景水彩人物胸像写生训练。 

重点掌握画面色彩空间表现、水彩特殊表现

技法的运用，画面具有创作感。 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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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性评价和能力的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

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鼓励学生创新实践。任课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

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

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

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高等院校大学生素质教育系列丛书——美术卷》水彩画技法与赏析》.李志强.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2]《新思维水彩画教程》.龙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3]《超写实水彩画光影技法-成功水彩画家的秘密》.弗里曼.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年 

[4]《水彩画写生与创作》.党天才.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年 

 

 

 

执笔人：甘学明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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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画（创作基础）》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15）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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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水彩画（创作基础）        课程代码：13112515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水彩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3学分 

学时：60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5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水彩画（创作基础）课程是美术学水彩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是以水彩

画创作素材的收集、整理、加工以及水彩画创作过程为主要教学内容，主要探讨水彩艺术语

言与创作实践，如何掌握水彩画创作素材搜集方法和创作表现技能的一门重要课程。 

    水彩画（创作基础）课程通常在色彩Ⅰ（静物、头像写生）、色彩Ⅱ（胸像、全身像写

生）、水彩画（基础）、水彩画（静物）、水彩画（风景）、水彩画（材料与技法）、水彩

画（人物）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进行的毕业创作及工作实践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熟悉和了解水彩画创作素材的搜集方法和创作过程，

掌握水彩画创作的方法和步骤，了解水彩画创作的表现形式以及学会运用特殊材料和技法进

行水彩画创造性表现，激发学生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学生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为

其今后的专业学习及工作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水彩画创作素材的收集、整理、加工等方法，掌

握水彩画创作的基本方法和步骤，掌握水彩画创作的表现形式以及运用特殊技法进行综合表

现的技法。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正确掌握搜集素材的能力，运用水彩画的特殊技法进行综

合创作表现的能力，提高学生发现美、鉴赏美、表现美的能力，激发学生的艺术想象力和创

造力。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文化艺术修养等素质，拓宽学生

的艺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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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水彩画创作素

材的搜集 

1.熟悉和了解水彩画创作在国内外的形成与

发展； 

2.了解水彩画创作与习作及生活的关系；掌握

水彩画创作素材的搜集方法，提高学生发现美

的能力；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拓宽学生

的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彩画创作的发展脉络； 

（2）水彩画创作与习作的关系； 

（3）水彩画创作与生活的关系； 

（4）水彩画创作素材的搜集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搜集水彩画（静物创作）的素材。 

重点掌握水彩画

创作素材的收集

方法。 

2 10 

2 
水彩画创作的

方法与步骤 

1.掌握水彩画创作的基本方法与步骤； 

2.提高学生正确的观察方法，掌握水彩画创作

的表现形式以及发现美、鉴赏美、表现美的能

力；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彩画创作方法与步骤； 

（2）水彩画创作的表现形式； 

（3）水彩画创作的类型分析； 

（4）水彩画的形象塑造。 

2．实践教学内容： 

（1）完成素材的加工整理； 

（2）绘制创作小构图。 

重点掌握水彩画

创作的方法与步

骤。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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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彩画创作的

过程 

1.掌握水彩画创作的立意与构思； 

2.掌握水彩画创作运用基本技法和特殊技法

进行综合表现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水彩画创作素材的收集与整理； 

（2）水彩画创作构图、绘制创作草图； 

（3）水彩画创作绘制创作正稿。 

2．实践教学内容： 

（1）绘制草图和正稿； 

（2）画面深入细节刻画； 

（3）画面（色彩关系、黑白灰关系、虚实

关系、透视关系）等各种关系的正确处理。 

重点掌握水彩画

创作过程中各种

技法的综合运用. 
2 22 

4 
水色语言的探

索与创新 

1.提高学生水彩画创作表现的能力；掌握新材

料、新技法的探索与创新的能力； 

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养，拓宽学生

的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水彩画水与色的碰撞、浸润，水色语言的表

现以及新材料、新技法的探索与创新。 

2．实践教学内容： 

运用水彩画的特殊技法进行创造性表现。 

重点是提高学生

水色语言表现以

及新材料、新技法

的探索与创新能

力。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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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新思维水彩画教程》龙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2]《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水彩·粉画作品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人民美术

出版社，2010年 

[3]《水彩写生教程》.[美]保罗·拉塞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年 

[4]《水彩画技法》.冯晓阳.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 

[5]《水彩画》.周刚.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6]《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水彩·粉画作品集》.中国美术家协会.人民美术

出版社，2014年 

 

执笔人：董顺伟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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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黑白画）》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26）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业讨论制定，美术

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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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版画（黑白画）            课程代码：13112526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版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3学分 

学时：60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5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版画（黑白画）》是美术学版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直接关系到人才

培养目标的实现，是以黑白画静物、风景、人像写生为主要教学内容，以黑白画的基本技法

为版画基础技法训练手段。是研究如何运用黑白画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法去塑造形体、结构、

空间、质感等，是黑白艺术规律在版画艺术形式中的一门重要课程。 

版画（黑白画）通常在版画（基础）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后续版画专业方向学生

学习版画（黑白木刻创作）、版画（套色木刻临摹）、版画（套色木刻创作）、版画（铜版

画）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熟悉和了解黑白画造型艺术的理论知识和基本造型规律；

掌握黑白画艺术概括的基本技法；要求熟悉和了解黑白画的工具、材料特点，掌握正确的版

画观察方法和感知能力；掌握版画(黑白画)的基本特点；掌握黑白画的作画方法、步骤， 进

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黑白画的造型和表现能力，提高学生创作、审美、鉴赏能力，增

强审美情趣和激发学生的绘画热情，为其今后的学习及工作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悉和了解黑白画造型艺术的理论知识和基本造型规律；掌

握黑白画艺术概括的基本技法；掌握黑白画的作画方法、步骤，熟悉和了解黑白画的工具、

材料特点；掌握正确的黑白木刻版画观察方法和感知能力。 

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掌握黑白画工具、材料、性能特点的基础上，掌握黑白画

转换及黑、白、灰构成形式的原理和规律，能运用黑白画的各种表现技法塑造对象，在造型

能力、构图能力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开拓创作思路，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造

型能力、表现能力、发现美和鉴赏美的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修养等素质，开阔学生的艺

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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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黑白画

概述 

1.掌握黑白画的基本概念；了解黑白木刻版画

在国内外的发展流派； 

2.掌握黑白画主要的工具、材料特性以及黑白

画的基本特点，造型规律；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修养，

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黑白木刻版画在国内外的

发展历程； 

（2）黑白画的主要工具、材料

特性及造型规律。 

1.学习时注意了解版画在国

内外的发展历程；各时期版

画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作品；

2.重点掌握黑白画的构图形

式和画面的形式美规律。 

1 0 

2 

黑白画

的方法

与步骤 

1.掌握黑白画作画的基本方法与步骤； 

2.初步了解黑、白、灰构成形式的原理和规律

提高学生的构图能力；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黑白画画面的组织与安排。 

2.实践教学内容： 

黑白画构图与画面的艺术处理。 

重点了解黑白灰的归纳概括

方法。 
1 16 

3 

黑白画

静物 

写生 

1.掌握黑白画静物造型表现的基本规律； 

2.提高学生对画面黑白灰归纳能力；进一步提

高学生的观察能力、造型能力、表现能力、发

现美和鉴赏美的能力。 

1.理论教学内容： 

（1）黑白艺术概括的基本手法

和原理； 

（2）黑白画的形式美法则。 

（3）黑白画静物造型表现的基

本规律； 

2.实践教学内容： 

黑白画静物写生的基本理论知

识及造型规律、表现方法。  

重点掌握黑白画静物写生的

造型规律。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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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黑白画

风景 

写生 

1.掌握黑白画风景创作的基本方法； 

2. 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创新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黑白画风景写生的基本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黑白画风景写生的基本理论知

识及造型规律、表现方法。 

重点掌握黑白画风景写生的

造型规律和表现方法。 
2 12 

5 

黑白画

人像写

生 

1.掌握黑白画人物创作的基本方法； 

2.提高学生对画面黑白灰构成的组织、动手能

力。  

1.理论教学内容： 

黑白画人物写生的基本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黑白画人像写生的基本理论知

识及造型规律、表现方法。 

重点掌握黑白画人像写生的

创作方法。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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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版画》.孙犁.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 

[2]《版画》.李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3]《黑白画-专业黑白画技法》.林华.漓江出版社，2000年 

[4]《外国黑白木刻选》.杨可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 

    [5]《木版家族》.王华祥. 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 

 

 

 

 

执笔人：田  露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187 

 

 

《版画（黑白木刻创作）》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27）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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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版画（黑白木刻创作）      课程代码：13112527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课（专业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3学分 

学时：60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5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版画（黑白木刻创作）》课程是美术学版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通过对

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黑白木刻创作的基本步骤与方法，并能熟练地运用所学

专业理论知识及表现技能进行黑白木刻的创作制作及美术教学活动。 

黑白木刻创作通常在素描Ⅲ（人体写生）、黑白画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

进行毕业创作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黑白木刻创作》是美术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课程是研究如何独立思考，收集

素材，整理构图并制作完整黑白木刻作品的课程。本课程重在对作品原创性的独立思考与操

作，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黑白归纳的基本原理和法则，掌握基本的刀法组织，理解

黑白对比与谐调的规律，在绘画实践中，能有效地观察和分析物体的黑白关系，对黑白木刻

的各种表现语言与技法深入研究，准确而艺术地表现物象，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并能

适应美术教育工作的应用需要。 

知识目标 

了解黑白木刻的表现语言与技法，掌握刀法组织法则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对黑白木刻的审美眼光，掌握运用黑白木刻艺术形式表达情感与观念的规律。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艺术格调，拓宽学生的面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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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黑白木

刻创作

概述 

1.掌握黑白木刻创作的基本概念；了解

黑白木刻这一画种在东西方的发展演

变过程； 

2.掌握黑白木刻的基本特点 3.提高学

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文修养，

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黑白木刻在欧洲的发展； 

（2）黑白木刻在中国的发展与演变； 

（3）黑白木刻主要的工具、材料及特性； 

（4）黑白木刻的审美特征。 

1.黑白木刻在历史上各个时

期的审美特征； 

2.重点掌握黑白木刻的工

具、材料特性。 

4 0 

2 

黑白木

刻创作

中素材

的收集

与处理 

1.观察生活的方法； 

2.题材范围的思考； 

3.图片资料的筛选。 

1.理论教学内容： 

（1）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2）主观提炼。 

2.实践教学内容： 

（1）图片收集 

（2）素材提炼 

重点了解黑白木刻创作与生

活的关系。 
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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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黑 白 木

刻 创 作

的构图 

1.构图与主题表达之间的关系； 

2.构成关系的多种可能性。 

1.理论教学内容： 

（1）构图原理； 

（2）构图与主题之间的关系。 

2.实践教学内容： 

（1）多种构图形式的尝试； 

（2）优化完善直至确立方案； 

（3）草图的细化与放大。 

1．重点掌握常用构图法则； 

2.尝试运用不同的构图表达

主题。 
2 24 

4 

黑 白 木

刻 制 作

的 方 法

与程序 

1.上稿； 

2.刻制； 

3.印刷。 

1.实践教学内容： 

将创作稿转化为黑白木刻作品。 

重点掌握黑白木刻刻制过程

中的刀法运用。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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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版画》 孙犁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要参考书 

[1]《第十七届全国版画作品集》.包俊逸.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 

[2]《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作品集》.刘继明.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 

[3]《纯化的木刻艺术》.闫翀 刘媛.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  

[4]《木版画》.李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执笔人：熊  林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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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套色木刻临摹）》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28）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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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版画（套色木刻临摹）      课程代码：13112528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版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版画（套色木刻临摹）》是美术学版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通过对这门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套色木刻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法则，并能熟练地运用所

学专业理论知识及表现技能进行套色木刻的临摹制作及美术教学活动。 

套色木刻通常在素描Ⅰ（静物、头像写生）、素描Ⅱ（胸像、全身像写生）等先行课程

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选择版画专业方向，学习版画（套色木刻创作）、版画（铜版画）

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套色木刻临摹》是美术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课程是研究如何将自然色彩进行

归纳概括并运用木刻版画的形式表现的课程。本课程重在临摹版画名作，通过本课程教学，

使学生掌握色彩归纳的基本原理和法则，掌握基本的刀法组织，理解色彩对比与谐调的规律，

在绘画实践中，能有效地观察和分析物体的色彩，准确而艺术地表现物象，并能适应美术教

育工作的应用需要。 

知识目标 

了解色彩归纳规律，掌握刀法组织法则。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对套色木刻的审美眼光，掌握套色木刻的基本制作程序与方法。  

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艺术格调，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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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套色木

刻的概

述 

1.套色木刻的概念； 

2.套色木刻的发展历史； 

3.套色木刻的艺术特色； 

4.套色木刻的基本分类。 

1.理论教学内容： 

（1）套色木刻的定义； 

（2）套色木刻在中国的发展与演变； 

（3）套色木刻的工具、材料及特性； 

（4）套色木刻的审美特征。 

1.学习时注意了解套色木刻与油画、水

彩画、中国画的区别；了解套色木刻在

国内外的发展历程；  

2.重点掌握套色木刻的工具、材料、特

性等基本特征。 

2 0 

2 

套色木

刻中的

色彩处

理原理 

1.掌握色彩归纳的方法； 

2.了解色彩的对比与画面的情绪表

达； 

3.色调的形成规律。 

1.理论教学内容： 

（1）色彩的归纳与限制； 

（2）色彩的对比与统一； 

（3）色彩的呼应与交叉； 

（4）色调的控制。 

2.实践教学内容： 

（1）色调训练； 

（2）分版训练。 

1.重点掌握套色木刻的色调控制； 

2.掌握刀法的艺术处理方法及情感表

达。  
2 20 

3 

套色木

刻的制

作原理 

1.掌握套色木刻版画的基本理论知

识，掌握套色木刻版画的基本制作

方法； 

2.掌握套色木刻刀法及刻制步骤，

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绝版套色木刻； 

（2）多版套色木刻。 

2.实践教学内容： 

（1）绝版套色木刻制作训练； 

（2）绝版套色木刻刀法训练。 

重点了解绝版套色木刻版画制作过程。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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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套色木

刻版画

作品欣

赏 

1.初步掌握套色木刻版画作品的欣

赏方法； 

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

养。 

1.理论教学内容： 

中外优秀套色木刻版画作品赏析。 

重点掌握套色木刻版画作品的欣赏方

法。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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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版画》.李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主要参考书 

[1]《版画》.孙犁.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  

[2]《纯化的木刻艺术》.闫翀 刘媛.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木版画》.李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4]《木版家族》.王华祥. 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 

    [5]《中国版画百图》.周芜.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 

    [6]《外国黑白木刻选》.杨可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 

 

 

 

 

执笔人：傅平凡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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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套色木刻创作）》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29）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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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版画（套色木刻创作）      程代码：13112529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版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套色木刻创作》是美术学版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专业拓展课，通过对这门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套色木刻的创作的基本步骤与方法，并能熟练地运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及

表现技能进行套色木刻的创作制作及美术教学活动。 

套色木刻通常在素描Ⅰ（静物、头像写生）、素描Ⅱ（胸像、全身像写生）、套色木刻

临摹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选择版画专业方向进行毕业创作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套色木刻创作》是美术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课程是研究如何独立思考，收集

素材，整理构图并制作完整的套色木刻作品的课程。本课程重在对作品原创形的独立思考与

操作，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色彩归纳的基本原理和法则，掌握基本的刀法组织，理

解色彩对比与谐调的规律，在绘画实践中，能有效地观察和分析物体的色彩，对套色木刻的

各种表现语言与技法深入研究，准确而艺术地表现物象，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并能适

应美术教育工作的应用需要。 

知识目标 

了解套色木刻的表现语言与技法，掌握刀法组织法则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对套色木刻的审美眼光，掌握运用套色木刻艺术形式表达情感与观念的规律。 

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艺术格调，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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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套色木

刻创作

的概述 

1.了解套色木刻的发展历史； 

2.了解套色木刻的艺术特色 

3.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1.理论教学内容： 

（1）套色木刻创作的概念； 

（2）套色木刻创作的表现风格； 

（3）套色木刻的工具、材料及特性； 

（4）套色木刻的审美特征。 

1.学习时注意了解套色木刻与油画、

水彩画、中国画的区别；了解套色木

刻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 

2.重点掌握套色木刻的工具、材料、

特性等基本特征。 

2 0 

2 

套色木

刻中的

素材收

集处理 

1． 掌握素材收集的方法 

2． 了解创作效果与图片的关系 

3． 题材的选择。 

1.理论教学内容： 

（1）创作效果分析 

（2）图片收集的分类 

2.实践教学内容： 

（1）观察生活的方法； 

（2）题材范围的思考； 

（3）资料图片的筛选。 

1．重点掌握套色木刻的创作方法； 

2.掌握图片的艺术处理方法及情感

表达。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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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套色木

刻创作

的构图 

1.掌握套色木刻创作构图的基本

理论知识； 

2.提高图片选择能力；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构图原理； 

（2）图片构图与创造构图的关系。 

2.实践教学内容： 

（1）多种构图形式的尝试； 

（2）优化完善直至确立方案； 

（3）放大习画草图。 

重点了解绝版套色木刻草图的制作

过程。 
2 20 

4 

套色木

刻版画

作品欣

赏 

1.初步掌握套色木刻版画作品的

欣赏方法； 

2.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修

养。 

1.理论教学内容： 

中外优秀套色木刻版画作品赏析 

重点掌握套色木刻版画作品的欣赏

方法。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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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版画》.李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主要参考书 

[1]《版画》.孙犁.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 

[2]《纯化的木刻艺术》.闫翀刘媛.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木版画》.李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4]《木版家族》.王华祥. 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 

    [5]《中国版画百图》.周芜.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 

    [6]《外国黑白木刻选》.杨可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 

 

 

 

 

执笔人：傅平凡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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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铜版画）》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12530）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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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版画（铜版画）            课程代码：13112530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版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3学分 

学时：60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5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铜版画》是美术学版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专业拓展课程。通过对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系统地掌握铜版画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法则，并能熟练地运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及表

现技能进行铜版画的临摹制作及美术教学活动。 

铜版画通常在素描Ⅲ（人体写生）、黑白画等先行课程之后开设，并为学生后续进行毕

业创作等课程筑牢基础。 

 

三  课程目标 

《铜版画》是美术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课程是重点研究铜版画的表达技法。本

课程重在临摹欧洲早期铜版画名作，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铜版画制作的基本原理和

法则，在绘画实践中，能有效地运用铜版画的技法，准确地表现所临摹的对象，并能适应美

术教育工作的应用需要。 

知识目标 

了解铜版画发展的历史脉络，熟习铜版画工具材料。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对铜版画的审美眼光，掌握铜版画的基本制作程序与方法。 

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艺术格调，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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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铜版画

概述 

1.掌握铜版画的基本概念；了解铜版画

这一画种在东西方的发展演变过程； 

2.掌握铜版画的基本特点；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调、人

文修养，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铜版画在欧洲的发展； 

（2）铜版画主要的工具、材料及特性； 

（3）铜版画的审美特征。 

1.铜版画在历史上各个时

期的审美特征 

2.了解铜版画的工具、材

料特性。 

2 0 

2 

铜版画

中点线

面以及

颜色归

纳处理 

1.了解铜版画中点线面的处理规律； 

2.分析铜版画颜色归纳处理的方式。 

1.理论教学内容： 

（1）点的出现规律；（2）线的处理方式； 

（3）面的处理方式；（4）颜色的归纳. 

2.实践教学内容： 

（1）铜版画点线面训练； 

（2）铜版画颜色归纳训练。 

重点了解铜版画颜色的归

纳方式。 
3 24 

3 

铜版画

技法分

析 

1.蚀刻铜版画； 

2.干刻铜版画。 

1.理论教学内容： 

（1）蚀刻铜版画的腐蚀技巧 

（2）干刻铜版画的技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铜版画干刻训练；（2）铜版画蚀刻训练。 

重点掌握蚀刻铜版画的腐

蚀技巧。 
3 24 

4 

铜版画

的制作

方法与

程序 

1.上稿 

2.刻制 

3.印刷 

1.实践教学内容： 

将临摹稿转化为铜版画。 

重点掌握铜版画刻制过程

中的刀法运用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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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第十七届全国版画作品集》.包俊逸.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 

[2]《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作品集》.刘继明.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 

[3]《第二十一届全国版画展作品集》.吴长江.重庆出版社，2015年  

[4]《版画》.孙犁 .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执笔人：熊  林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206 

 

 

《简笔画》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22318）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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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程名称：简笔画                      课程代码：13122318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课程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选修                  学分：2学分 

学时：36（理论 4学时/实践 3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简笔画》课程是美术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选修课程）。是从事小学美术教育

岗位工作必备的一项基本技能，其主要功能是使学生掌握简笔画的基本技巧，通过练习静物、

植物、景物、动物、人物等简笔画技法，具备手脑眼协调发展的操作能力，达到高度概括对

象的能力。后期创作起稿、造型奠定基础。进一步能胜任学前教育和小学美术教育做好准备。 

 

三  课程目标. 

《简笔画》是培养专业的学前美术教师和小学美术教师，通过对静物、植物、景物、动

物、人物等不同素材的大量练习，训练学生对形体的观察能力和概括能力。在造型过程中能

运用概括、夸张、拟人等表现方法，把我造型的要点和相互间的关系，加深学生对形体的理

解和掌握，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大胆进行创编和创作。适应美术教育工作的需要。 

知识目标 

通过引导学生欣赏、观察，会画各种动物、植物、景物，感知它们的外形。 

能力目标 

掌握用简单的线条来表现景物外形特点的方法，锻炼动手能力和造型能力。 

素质目标 

让学生在欣赏的过程中得到美的熏陶，在动手制作中懂得珍惜自然，爱护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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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简笔画

概述 

1.了解简笔画的意义； 

2.掌握简笔画的特点； 

3.理解简笔画的绘画要素。 

1.理论教学内容： 

（1）简笔画的意义； 

（2）简笔画的特点； 

（3）简笔画绘画要素。 

重点掌握简笔画的特点：平面化、几何

化、概括化、简略化； 

掌握简笔画的绘画要素：点、线、面（三

者之间的关系——平面构成）。 

1 0 

2 

简笔画

的造型

原理 

1．用方形、三角形、圆形、线形、

组合形表现物体形象. 

1.理论教学内容： 

（1）方形；（2）三角形； 

（3）圆形；（4）线形； 

（5）组合形。 

2．实践教学内容： 

用方形、三角形、圆形、线形、组合

形进行物象简笔画练习。 

重点掌握用几何化的形象简化一切形

象。 
0 4 

3 
简笔画

写生 

1.能正确选择角度，显示结构特点；

抓住细节，突出对象的个性特点；

运用骨线，把握动态特点。 

1．理论教学内容： 

（1）选择角度，显示结构特点； 

（2）抓住细节，突出个性特点； 

（3）运用骨线，把握动态。 

2、实践教学内容： 

进行物象写生练习 

重点掌握通过目识、心记、手写等综合

活动，提取客观形象的主要特点，以平

面化、程式化的形式概括对象。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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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简笔画

改写 

简笔画改写，包括把非简笔画改成

简笔画和把一种形式的简笔画改为

另一种或多种形式的简笔画。旨在

掌握简笔画造型的简化和变化方

法，发展形象思维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同时也是为了提高简笔画的实

用性和时效性。 

1．理论教学内容： 

（1）删繁就简； 

（2）夸张变化； 

（3）一物多形； 

（4）一形多物。 

2．实践教学内容： 

练习简笔画改写，进行删繁就简、夸

张变化、一物多形、一形多物的练习。 

重点掌握简笔画造型的简化和变化方

法，发展形象思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1 8 

5 

器物、植

物、动

物、人

物、风景

画法 

对器物、植物、动物、人物、风景

进行认真观察，确定重要个性特征，

提炼基本的符号语言。 

1．理论教学内容： 

（1）确定重要的个性特征； 

（2）提炼基本的符号语言。 

2．实践教学内容： 

对器物、植物、动物、人物、风景进

行符号提炼与概括的简笔画练习。 

重点掌握各种形象的符号提炼与概括。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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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简笔画手绘 10000例》.飞鸟工作室.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年 

[2]《简笔画技法》.王红云、冯锦、李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3]《不一样的简笔画》.辛迪.王尔德.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年 

 

 

 

 

执笔人：陈  健 

审定人：罗小波 

 

2015年 7月制订 

2017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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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艺术设计》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22201)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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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装饰艺术设计                课程代码：13122201 

课程类别: 专业拓展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选修                     学分：2学分 

学时：36学时（理论 4学时/实践 3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装饰艺术设计》是美术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选修课程）。相关的图形创意、

设计心理学、材料与媒介是视觉传达设计的重要因素和基础，通过对这门课程的学习，要让

学生掌握组织方法与表现手法，更重要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有一

个全面的了解，为创新出现代的装饰设计汲取营养，在实践的基础上，去完美和丰富现代装

饰艺术设计。 

 

三  课程目标 

本课程通过对材料研究、装饰环境研究、文化背景研究等进行深入完整分析与比较。使

学生逐步了解装饰艺术设计的性质及特点，掌握装饰艺术设计与装饰环境的关系，着重训练

学生熟悉各种材料的性能与特点，尝试引用与发现新型材料及现成物品去构思，认知各种形

式语言。 

知识目标 

了解装饰艺术设计类型、装饰艺术设计应用与环境、装饰艺术设计材料与媒介、装饰艺

术设计文化现象。掌握装饰艺术的设计表现形态与设计表现手段，装饰材料的研究与选择，

工艺与制作。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的注重材料与环境相融合的整体创新思维能力，掌握分析研究文化背景、统筹

谋划装饰艺术设计准确能力表达。 

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宏观创意、设计、表现与执行所需要的创造性思维和能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和设计的逻辑性。提升学生的鉴赏能力和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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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装饰艺

术设计

概论 

使学生了解装饰艺术设计概念、

装饰艺术设计的应用、装饰艺术

设计的特征与发展。 

1.理论教学内容： 

（1）装饰艺术设计概念； 

（2）装饰艺术设计的应用； 

（3）装饰艺术设计的发展历史。 

实践教学内容： 

装饰画系列设计与实践训练。 

1.装饰艺术设计的特征与应

用。 
1 0 

2 

装饰艺

术设计

分类 

让学生了解从造型艺术角度、工

艺性质角度、材质及实用角度进

行分类，装饰艺术与建筑环境的

关系。 

1.理论教学内容： 

（1）装饰艺术设计分类； 

1、 （2）艺术性； 

2、 （3）不同工艺性； 

3、 （4）不同材质类； 

2.实践教学内容： 

（1）不同实用范围类装饰艺术设计实践训练。 

1.专业方向技能的巩固与学

习。 
1 10 

3 

装饰艺

术设计

方法 

让学生了解装饰艺术设计表现

形态，装饰艺术设计表现手段，

装饰艺术构成元素，装饰艺术表

现方法，装饰色彩。 

1.理论教学内容： 

1、 （1）装饰艺术设计的表现形态； 

2、 （2）装饰艺术设计的表现手段； 

3、 （3）装饰艺术的构成元素； 

2.实践教学内容： 

（1）装饰艺术的设计表现方法训练； 

（2）装饰色彩应用设计训练； 

1．装饰艺术的构成元素设

计； 

2．装饰艺术设计的表现手段

与方法。 

1 10 

4 装饰艺 让学生了解装饰艺术设计的材 1.理论教学内容： 1.装饰艺术设计材料运用技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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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设计

工艺与

制作 

料种类和性能，材料运用技法研

究，装饰艺术设计制作工艺流

程。 

（1）装饰艺术设计的材料种类和性能； 

（2）材料运用技法研究。 

2.实践教学内容： 

（1）装饰艺术设计工艺流程与实践训练。 

法及制作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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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

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

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

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六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优

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装饰基础[M]. 宋莉莉.吉林：吉林美术出版社，2013年 

[2]装饰绘画[M]. 荆鹏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M]. 庞薰.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1982年 

[4]装饰设计表现技法[M]. 刘宣琳、李勇.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 

[5]二维装饰与设计表现[M]. 陈苑、洛齐.浙江：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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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流域民族民间扎染》 

 

课程教学大纲 
（试行） 

 
（课程代码：13122088） 

 

 

 

 

 

 

 

 

 

本课程教学大纲由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讨论制定，美术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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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乌江流域民族民间扎染     课程代码：13122088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课               适用专业：视觉传达设计 

课程修读性质：选修                 学分：2学分 

学时:36学时（理论 4学时/实践 32学时） 

 

二  课程定位 

《乌江流域民族民间扎染》是美术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选修）课程。该课程是

我院自研开发的地域性特色课程。学生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了解乌江流域传统艺术的表现

方法和扎染等技艺特点，并能灵活地运用于艺术创作之中。前期开设有素描、色彩、油画（基

础）、中国画（基础）等课程，后续有油画、中国画、水彩画、版画、《乌江流域民族民间

美术》等课程。 

 

三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很好地了解我国传统扎染手工艺的表现形式及其艺术特

征，熟悉民间扎染工艺的特点，正确掌握扎染的制作基本技法，了解扎染的历史及其发展动

向；掌握扎染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灵活运

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中并与之相结合。同时，开阔学生的眼界、陶冶情操，提高学生对民间美

术欣赏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表现能力，激发学生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艺术的意识和使命感。 

知识目标 

了解扎染的工艺特点、扎染的种类、乌江流域民间手工印染概况、印染的面料与染料，

掌握扎染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能力目标  

让学生了解民间艺术，掌握扎染的基本针法、扎染的制作工艺制作流程和基本技能，提

高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 

素质目标 

提高学生的综合艺术修养，拓展艺术视野、陶冶情操，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和创新精神，

激发学生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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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手工印染概论 

1.使学生通过对扎染课程的学

习与了解，扎染的概况及基础知

识。 

1.理论教学内容： 

（1）手工印染概论； 

（2）手工印染的种类； 

（3）乌江流域民间手工印染概况。 

1.了解手工印染的种类及

民间文化。  
1 0 

2 
手工印染的面

料与染料 

1.了解手工印染的面料。 

2.掌握手工扎染的染色方法。 

1.理论教学内容： 

（1）认识手工印染的面料和染料种类。 

2.实践教学内容： 

（1）常用面料的印染练习。 

1.手工印染的面料； 

2.常用染料的染色方法。 
1 10 

3 扎染制作工艺 

1.掌握扎染的基本针法及制作

工艺流程和扎染设计的基本原

则和方法。 

2.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和创新

精神，激发学生继承和发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意识和使命感。 

1.理论教学内容： 

（1）扎染的工具与材料认； 

（2）扎染制作工艺及流程； 

（3）扎染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2.实践教学内容： 

（1）扎染的基本针法练习； 

（2）扎染设计和制作成品训练。 

1.扎染的基本针法； 

2.扎染的制作工艺。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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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选修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

核的方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

在成绩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实践操作能力考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

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现代设计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

励学生策划创新。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

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

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

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档。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

优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 

[1]《扎染与蜡染的艺术》.鲍小龙 刘月蕊.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2]《西方染织纹样史》.孙基亮.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年 

[3]《民间染织美术》.钟茂兰.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年 

[4]《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研究与集成》.余继平.重庆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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