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美术教育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

根据美术教育专业及所属专业方向的专业技能基本要求，本试题

库设计了以下专业技能内容的考核试题：专业基本技能必考模块——

素描写生、色彩写生；岗位核心技能必考模块——简笔画能力过关、

课堂片段教学设计；专业方向和跨岗位技能选考模块——中国画临摹

与创作、书法与篆刻、美术字体设计与绘制。

本测试题库设计专业基本技能必考模块 30道试题；岗位核心技能必

考模块 30道试题；专业特色方向和跨岗位特色技能选考模块 30道试

题，总题量共为 90 道题。本题库突出了专业基本技能和岗位核心技

能模块中的课堂片段教学设计技能考核重点，其他各模块题目数量和

难度基本相当。

美术教育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结构一览表

类型 模 块 考核技能 试题数量及编号范围

专业基本技能 专业表达技能
素描写生 15 套（1-1-1 至 1-1-15）

色彩静物写生 15 套（1-1-16 至 1-1-30）

岗位核心技能 教学工作技能
简笔画能力过关 10 套（2-2-1 至 2-2-10）

课堂片段教学设计 20 套（2-2-11 至 2-2-30）

专业方向和跨岗

位技能

专业方向技能
中国画临摹与创作 10 套（3-3-1 至 3-3-10）

书法与篆刻 10 套（3-3-11 至 3-3-20）

夸岗位技能 美术字体设计与绘制 10 套（3-4-1 至 3-4-10）

（说明：试题编号方法为：（专业代码）专业考核模块-考核技能分类-考核技能

题号。比如，专业基本技能模块中的素描写生类的第 5道题编号为“（670113K）

1-1-5”以此类推。)

(一)专业基本技能



专业表达技能

1.素描写生

（670113K）1-1-1：有灰色陶罐的静物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完成素描作品。依据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

表现出物体黑白灰关系及物体的结构体积和空间透视变化，并有一定的塑造和艺

术感染力。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器皿或器皿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应包括场地、设施设备、工具、软件环境等）

（3）考核时量

180 分钟（同类试题考核时量大体均衡，考核时长 1-3 小时）

（4）评分细则

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画面构图占 10 分，物体结构造型占 20 分，画面黑白灰关系占

30 分，物体体积与塑造占 30 分，艺术感染力占 10 分。（以对应考核标准表中的

评价标准为依据，应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素养要求分值原则上不超过 20%。）



（670113K）1-1-2：有深色陶罐的静物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完成素描作品。依据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

表现出物体黑白灰关系及物体的结构体积和空间透视变化，并有一定的塑造和艺

术感染力。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器皿或器皿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应包括场地、设施设备、工具、软件环境等）

（3）考核时量

180 分钟（同类试题考核时量大体均衡，考核时长 1-3 小时）

（4）评分细则

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画面构图占 10 分，物体结构造型占 20 分，画面黑白灰关系占

30 分，物体体积与塑造占 30 分，艺术感染力占 10 分。（以对应考核标准表中的

评价标准为依据，应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素养要求分值原则上不超过 20%。）



（670113K）1-1-3：有陶罐的静物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完成素描作品。依据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

表现出物体黑白灰关系及物体的结构体积和空间透视变化，并有一定的塑造和艺

术感染力。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器皿或器皿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应包括场地、设施设备、工具、软件环境等）

（3）考核时量

180 分钟（同类试题考核时量大体均衡，考核时长 1-3 小时）

（4）评分细则

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画面构图占 10 分，物体结构造型占 20 分，画面黑白灰关系占

30 分，物体体积与塑造占 30 分，艺术感染力占 10 分。（以对应考核标准表中的

评价标准为依据，应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素养要求分值原则上不超过 20%。）

（670113K）1-1-4：有水果的静物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完成素描作品。依据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

表现出物体黑白灰关系及物体的结构体积和空间透视变化，并有一定的塑造和艺

术感染力。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器皿或器皿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应包括场地、设施设备、工具、软件环境等）

（3）考核时量

180 分钟（同类试题考核时量大体均衡，考核时长 1-3 小时）

（4）评分细则

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画面构图占 10 分，物体结构造型占 20 分，画面黑白灰关系占

30 分，物体体积与塑造占 30 分，艺术感染力占 10 分。（以对应考核标准表中的

评价标准为依据，应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素养要求分值原则上不超过 20%。）

（670113K）1-1-5：有苹果的静物（项目名称）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完成素描作品。依据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



表现出物体黑白灰关系及物体的结构体积和空间透视变化，并有一定的塑造和艺

术感染力。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器皿或器皿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应包括场地、设施设备、工具、软件环境等）

（3）考核时量

180 分钟（同类试题考核时量大体均衡，考核时长 1-3 小时）

（4）评分细则

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画面构图占 10 分，物体结构造型占 20 分，画面黑白灰关系占

30 分，物体体积与塑造占 30 分，艺术感染力占 10 分。（以对应考核标准表中的

评价标准为依据，应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素养要求分值原则上不超过 20%。）

（670113K）1-1-6：有蔬菜的静物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完成素描作品。依据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

表现出物体黑白灰关系及物体的结构体积和空间透视变化，并有一定的塑造和艺

术感染力。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器皿或器皿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应包括场地、设施设备、工具、软件环境等）

（3）考核时量

180 分钟（同类试题考核时量大体均衡，考核时长 1-3 小时）

（4）评分细则

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画面构图占 10 分，物体结构造型占 20 分，画面黑白灰关系占

30 分，物体体积与塑造占 30 分，艺术感染力占 10 分。（以对应考核标准表中的

评价标准为依据，应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素养要求分值原则上不超过 20%。）

（670113K）1-1-7：有酒瓶的静物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完成素描作品。依据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



表现出物体黑白灰关系及物体的结构体积和空间透视变化，并有一定的塑造和艺

术感染力。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器皿或器皿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应包括场地、设施设备、工具、软件环境等）

（3）考核时量

180 分钟（同类试题考核时量大体均衡，考核时长 1-3 小时）

（4）评分细则

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画面构图占 10 分，物体结构造型占 20 分，画面黑白灰关系占

30 分，物体体积与塑造占 30 分，艺术感染力占 10 分。（以对应考核标准表中的

评价标准为依据，应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素养要求分值原则上不超过 20%。）

（670113K）1-1-8：有辣椒的静物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完成素描作品。依据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



表现出物体黑白灰关系及物体的结构体积和空间透视变化，并有一定的塑造和艺

术感染力。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器皿或器皿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应包括场地、设施设备、工具、软件环境等）

（3）考核时量

180 分钟（同类试题考核时量大体均衡，考核时长 1-3 小时）

（4）评分细则

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画面构图占 10 分，物体结构造型占 20 分，画面黑白灰关系占

30 分，物体体积与塑造占 30 分，艺术感染力占 10 分。（以对应考核标准表中的

评价标准为依据，应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素养要求分值原则上不超过 20%。）

（670113K）1-1-9：有砖块的静物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完成素描作品。依据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



表现出物体黑白灰关系及物体的结构体积和空间透视变化，并有一定的塑造和艺

术感染力。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灯图片或实物、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3）考核时量

180 分钟

（4）评分细则

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画面构图占 10 分，物体结构造型占 20 分，画面黑白灰关系占

30 分，物体体积与塑造占 30 分，艺术感染力占 10 分。（以对应考核标准表中的

评价标准为依据，应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素养要求分值原则上不超过 20%。）

（670113K）1-1-10：有旧水壶的静物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完成素描作品。依据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

表现出物体黑白灰关系及物体的结构体积和空间透视变化，并有一定的塑造和艺

术感染力。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器皿或器皿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应包括场地、设施设备、工具、软件环境等）

（3）考核时量

180 分钟（同类试题考核时量大体均衡，考核时长 1-3 小时）

（4）评分细则

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画面构图占 10 分，物体结构造型占 20 分，画面黑白灰关系占

30 分，物体体积与塑造占 30 分，艺术感染力占 10 分。（以对应考核标准表中的

评价标准为依据，应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素养要求分值原则上不超过 20%。）

（670113K）1-1-11:有褐色陶罐的静物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完成素描作品。依据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

表现出物体黑白灰关系及物体的结构体积和空间透视变化，并有一定的塑造和艺

术感染力。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器皿或器皿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应包括场地、设施设备、工具、软件环境等）

（3）考核时量

180 分钟（同类试题考核时量大体均衡，考核时长 1-3 小时）

（4）评分细则

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画面构图占 10 分，物体结构造型占 20 分，画面黑白灰关系占

30 分，物体体积与塑造占 30 分，艺术感染力占 10 分。（以对应考核标准表中的

评价标准为依据，应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素养要求分值原则上不超过 20%。）

（670113K）1-1-12：有土色陶罐的静物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完成素描作品。依据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

表现出物体黑白灰关系及物体的结构体积和空间透视变化，并有一定的塑造和艺

术感染力。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器皿或器皿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应包括场地、设施设备、工具、软件环境等）

（3）考核时量

180 分钟（同类试题考核时量大体均衡，考核时长 1-3 小时）

（4）评分细则

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画面构图占 10 分，物体结构造型占 20 分，画面黑白灰关系占

30 分，物体体积与塑造占 30 分，艺术感染力占 10 分。（以对应考核标准表中的

评价标准为依据，应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素养要求分值原则上不超过 20%。）

（670113K）1-1-13：海盗石膏像写生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完成素描作品。依据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

表现出物体黑白灰关系及物体的结构体积和空间透视变化，并有一定的塑造和艺

术感染力。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石膏或石膏图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应包括场地、设施设备、工具、软件环境等）

（3）考核时量

180 分钟（同类试题考核时量大体均衡，考核时长 1-3 小时）

（4）评分细则

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画面构图占 10 分，物体结构造型占 20 分，画面黑白灰关系占

30 分，物体体积与塑造占 30 分，艺术感染力占 10 分。（以对应考核标准表中的

评价标准为依据，应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素养要求分值原则上不超过 20%。）

（670113K）1-1-14：石膏像伏尔泰写生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完成素描作品。依据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

表现出物体黑白灰关系及物体的结构体积和空间透视变化，并有一定的塑造和艺

术感染力。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石膏或石膏照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应包括场地、设施设备、工具、软件环境等）

（3）考核时量

180 分钟（同类试题考核时量大体均衡，考核时长 1-3 小时）

（4）评分细则

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画面构图占 10 分，物体结构造型占 20 分，画面黑白灰关系占

30 分，物体体积与塑造占 30 分，艺术感染力占 10 分。（以对应考核标准表中的

评价标准为依据，应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素养要求分值原则上不超过 20%。）

（670113K）1-1-15：石膏头像罗马王写生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素材图片完成素描作品。依据素描考核的要求，结合物象造型特点，

表现出物体黑白灰关系及物体的结构体积和空间透视变化，并有一定的塑造和艺

术感染力。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基础画室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画架、画凳、相关石膏或石膏照片、4开素描纸。

考生自备：铅笔、炭笔、橡皮、画板等素描工具。

（应包括场地、设施设备、工具、软件环境等）

（3）考核时量

180 分钟（同类试题考核时量大体均衡，考核时长 1-3 小时）

（4）评分细则

素描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基本艺术素养、项目完

成情况三个方面。画面构图占 10 分，物体结构造型占 20 分，画面黑白灰关系占

30 分，物体体积与塑造占 30 分，艺术感染力占 10 分。（以对应考核标准表中的

评价标准为依据，应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素养要求分值原则上不超过 20%。）

2.色彩静物写生

（670113K）1-1-16 色彩静物组合写生

（1）任务描述：

写生实物及摆放参考图片：



要求：

作品中必须突出“深褐色陶罐以及陶罐身上物体反光”的主题，要求构图完整，

色彩鲜明，原创性强。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求。卷面整洁。

作品提交形式：

提交画面尺寸为 8开纸张的水彩、水粉作品，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

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美术工作室考场

设施设备与工具：学校提供 8开水粉纸。考生自备铅笔、橡皮、水粉笔、颜料、

小水桶等。

（3）考核时量：180 分钟

（4）评分标准

色彩技能模块的考核实行等级制，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标准。（考

核细则见技能考核标准之表二评价标准。）

（670113K）1-1-17 色彩静物组合写生

（1）任务描述：

写生实物及摆放参考图片：

要求：

根据提供的图片创作相同物体的作品。作品中必须突出“白色花朵和红色西瓜”

的主题，要求构图完整，色彩鲜明，原创性强。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



求。卷面整洁。

作品提交形式：

提交画面尺寸为 8开纸张的水彩、水粉作品，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

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美术工作室考场

设施设备与工具：学校提供 8开水粉纸。考生自备铅笔、橡皮、水粉笔、颜料、

小水桶等。

（3）考核时量：180 分钟

（4）评分标准

色彩技能模块的考核实行等级制，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标准。（考

核细则见技能考核标准之表二评价标准。）

（670113K）1-1-18 色彩静物组合写生。

（1）任务描述：

写生实物及摆放参考图片：

要求：

根据提供的图片创作相同物体的作品。作品中必须突出“白色小陶罐和红酒瓶”

的主题，要求构图完整，色彩鲜明，原创性强。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

求。卷面整洁。

作品提交形式：

提交画面尺寸为 8开纸张的水彩、水粉作品，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

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美术工作室考场

设施设备与工具：学校提供 8开水粉纸。考生自备铅笔、橡皮、水粉笔、颜料、

小水桶等。

（3）考核时量：180 分钟

（4）评分标准

色彩技能模块的考核实行等级制，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标准。（考

核细则见技能考核标准之表二评价标准。）

（670113K）1-1-19 色彩静物组合写生。

（1）任务描述：

写生实物及摆放参考图片：

要求：

根据提供的图片创作相同物体的作品。作品中必须突出“深色陶罐和周围水果”

的主题，要求构图完整，色彩鲜明，原创性强。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

求。卷面整洁。

作品提交形式：

提交画面尺寸为 8开纸张的水彩、水粉作品，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

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美术工作室考场

设施设备与工具：学校提供 8开水粉纸。考生自备铅笔、橡皮、水粉笔、颜料、

小水桶等。

（3）考核时量：180 分钟

（4）评分标准

色彩技能模块的考核实行等级制，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标准。



（考核细则见技能考核标准之表二评价标准。）

（670113K）1-1-20 色彩静物组合写生。

（1）任务描述：

写生实物及摆放参考图片：

要求：

根据提供的图片创作相同物体的作品。作品中必须突出“深色瓷壶和周围两个水

果”的主题，要求构图完整，色彩鲜明，原创性强。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

美需求。卷面整洁。

作品提交形式：

提交画面尺寸为 8开纸张的水彩、水粉作品，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

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美术工作室考场

设施设备与工具：学校提供 8开水粉纸。考生自备铅笔、橡皮、水粉笔、颜料、

小水桶等。

（3）考核时量：180 分钟

（4）评分标准

色彩技能模块的考核实行等级制，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标准。

（考核细则见技能考核标准之表二评价标准。）

（670113K）1-1-21 色彩静物组合写生。

（1）任务描述：

写生实物及摆放参考图片：



要求：

根据提供的图片创作相同物体的作品。作品中必须突出“红酒瓶和手提包”的主

题，要求构图完整，色彩鲜明，原创性强。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求。

卷面整洁。

作品提交形式：

提交画面尺寸为 8开纸张的水彩、水粉作品，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

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美术工作室考场

设施设备与工具：学校提供 8开水粉纸。考生自备铅笔、橡皮、水粉笔、颜料、

小水桶等。

（3）考核时量：180 分钟

（4）评分标准

色彩技能模块的考核实行等级制，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标准。

（考核细则见技能考核标准之表二评价标准。）

（670113K）1-1-22 色彩静物组合写生。

（1）任务描述：

写生实物及摆放参考图片：

工作要求：



根据提供的图片创作相同物体的作品。作品中必须突出“深色陶罐和水果”的主

题，要求构图完整，色彩鲜明，原创性强。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求。

卷面整洁。

作品提交形式：

提交画面尺寸为 8开纸张的水彩、水粉作品，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

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美术工作室考场

设施设备与工具：学校提供 8开水粉纸。考生自备铅笔、橡皮、水粉笔、颜料、

小水桶等。

（3）考核时量：180 分钟

（4）评分标准

色彩技能模块的考核实行等级制，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标准。

（考核细则见技能考核标准之表二评价标准。）

（670113K）1-1-23 色彩静物组合写生。

（1）任务描述：

写生实物及摆放参考图片：

要求：

根据提供的图片创作相同物体的作品。作品中必须突出“陶罐、酒杯和装着鸡蛋

的白色盘子”的主题，要求构图完整，色彩鲜明，原创性强。画面色彩搭配合理，

符合审美需求。卷面整洁。

作品提交形式：

提交画面尺寸为 8开纸张的水彩、水粉作品，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

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美术工作室考场

设施设备与工具：学校提供 8开水粉纸。考生自备铅笔、橡皮、水粉笔、颜料、

小水桶等。

（3）考核时量：180 分钟

（4）评分标准

色彩技能模块的考核实行等级制，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标准。

（考核细则见技能考核标准之表二评价标准。）

（670113K）1-1-24 色彩静物组合写生。

（1）任务描述：

写生实物及摆放参考图片：

要求：

根据提供的图片创作相同物体的作品。作品中必须突出“陶壶和水果”的主题，

要求构图完整，色彩鲜明，原创性强。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求，卷面

整洁。

作品提交形式：

提交画面尺寸为 8开纸张的水彩、水粉作品，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

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美术工作室考场

设施设备与工具：学校提供 8开水粉纸。考生自备铅笔、橡皮、水粉笔、颜料、

小水桶等。

（3）考核时量：180 分钟



（4）评分标准

色彩技能模块的考核实行等级制，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标准。

（考核细则见技能考核标准之表二评价标准。）

（670113K）1-1-25：色彩静物组合写生。

（1）任务描述：

写生实物及摆放参考图片：

要求：

根据提供的图片创作相同物体的作品。作品中必须突出“金属茶壶和三个水果”

的主题，要求构图完整，色彩鲜明，原创性强。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

求，卷面整洁。

作品提交形式：

提交画面尺寸为 8开纸张的水彩、水粉作品，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

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美术工作室考场

设施设备与工具：学校提供 8开水粉纸。考生自备铅笔、橡皮、水粉笔、颜料、

小水桶等。

（3）考核时量：180 分钟

（4）评分标准

色彩技能模块的考核实行等级制，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标准。（考

核细则见技能考核标准之表二评价标准。）

（670113K）1-1-26 色彩静物组合写生。



（1）任务描述：

写生实物及摆放参考图片：

要求：

根据提供的图片创作相同物体的作品。作品中必须突出“陶罐、酒瓶和水果”的

主题，要求构图完整，色彩鲜明，原创性强。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求。

卷面整洁。

作品提交形式：

提交画面尺寸为 8开纸张的水彩、水粉作品，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

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美术工作室考场

设施设备与工具：学校提供 8开水粉纸。考生自备铅笔、橡皮、水粉笔、颜料、

小水桶等。

（3）考核时量：180 分钟

（4）评分标准

色彩技能模块的考核实行等级制，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标准。（考

核细则见技能考核标准之表二评价标准。）

（670113K）1-1-27 色彩静物组合写生。

（1）任务描述：

写生实物及摆放参考图片：



要求：

根据提供的图片创作相同物体的作品。作品中必须突出“陶壶、水果和啤酒瓶”

的主题，要求构图完整，色彩鲜明，原创性强。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审美需

求。卷面整洁。

作品提交形式：

提交画面尺寸为 8开纸张的水彩、水粉作品，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

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美术工作室考场

设施设备与工具：学校提供 8开水粉纸。考生自备铅笔、橡皮、水粉笔、颜料、

小水桶等。

（3）考核时量：180 分钟

（4）评分标准

色彩技能模块的考核实行等级制，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标准。（考

核细则见技能考核标准之表二评价标准。）

（670113K）1-1-28 色彩静物组合写生。

（1）任务描述：

写生实物及摆放参考图片：

要求：

根据提供的图片创作相同物体的作品。作品中必须突出“圆口瓷壶、有果汁的被



子和水果”的主题，要求构图完整，色彩鲜明，原创性强。画面色彩搭配合理，

符合审美需求。卷面整洁。

作品提交形式：

提交画面尺寸为 8开纸张的水彩、水粉作品，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

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美术工作室考场

设施设备与工具：学校提供 8开水粉纸。考生自备铅笔、橡皮、水粉笔、颜料、

小水桶等。

（3）考核时量：180 分钟

（4）评分标准

色彩技能模块的考核实行等级制，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标准。（考

核细则见技能考核标准之表二评价标准。）

（670113K）1-1-29 色彩静物组合写生。

（1）任务描述：

写生实物及摆放参考图片：

要求：

根据提供的图片创作相同物体的作品。作品中必须突出“圆口瓷壶、有果汁的被

子和水果”的主题，要求构图完整，色彩鲜明，原创性强。画面色彩搭配合理，

符合审美需求。卷面整洁。

作品提交形式：

提交画面尺寸为 8开纸张的水彩、水粉作品，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

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美术工作室考场

设施设备与工具：学校提供 8开水粉纸。考生自备铅笔、橡皮、水粉笔、颜料、

小水桶等。

（3）考核时量：180 分钟

（4）评分标准

色彩技能模块的考核实行等级制，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标准。（考

核细则见技能考核标准之表二评价标准。）

（670113K）1-1-30 色彩静物组合写生。

（1）任务描述：

写生实物及摆放参考图片：

要求：

根据提供的图片创作相同物体的作品。作品中必须突出“灰色酒瓶、白色盘子和

蔬菜”的主题，要求构图完整，色彩鲜明，原创性强。画面色彩搭配合理，符合

审美需求。卷面整洁。

作品提交形式：

提交画面尺寸为 8开纸张的水彩、水粉作品，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

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美术工作室考场

设施设备与工具：学校提供 8开水粉纸。考生自备铅笔、橡皮、水粉笔、颜料、

小水桶等。

（3）考核时量：180 分钟

（4）评分标准

色彩技能模块的考核实行等级制，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标准。（考



核细则见技能考核标准之表二评价标准。）

（二）岗位核心技能

教学工作技能

1.简笔画能力过关

（670113K）2-2-1 简笔画默写与创编

（1）任务描述

①简笔画单个形象默写——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各 6个，其中以下形

象必画（必画）: 手风琴，荷花，猴子，老人，乡村小景。

②简笔画创编 ：守株待兔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简笔画能力考核专用试卷纸；黑色钢笔或 0.7mm 以上（含）

中性水笔，水彩笔，学生自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分细则

单个形象默写总分 70 分。其中必画形象每个 4分。要求形象描绘准确、生动；

用线果断、流畅，构图饱满。

命题创编记 20 分。要求创编立意巧妙，表达主题内容准确，简洁明了，画面生

动完整，线条流畅肯定。其中形象表现 5分，线条 4分，主题表现 5分，构图立

意和画面完整性 6分。

试卷整体效果 10 分，要求试卷、画面整洁漂亮。

95-100 分为优秀，86-94 分为良好，70-84 为合格。

（670113K）2-2-2 简笔画默写与创编

（1）任务描述

①简笔画单个形象默写——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各 6个，其中以下形

象必画（必画）: 台灯，菊花，猴子，男孩子，公园一景。



②简笔画创编 ：狐假虎威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教室。

考核纸张：学校统一发放简笔画能力考核专用试卷。

工具材料：黑色钢笔或 0.7mm 以上（含）中性水笔，学生自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分细则

单个形象默写总分 70 分。其中必画形象每个 4分。要求形象描绘准确、生动；

用线果断、流畅，构图饱满。

命题创编记 20 分。要求创编立意巧妙，表达主题内容准确，简洁明了，画面生

动完整，线条流畅肯定。其中形象表现 5分，线条 4分，主题表现 5分，构图立

意和画面完整性 6分。

试卷整体效果 10 分，要求试卷、画面整洁漂亮。

95-100 分为优秀，86-94 分为良好，70-84 为合格。

（670113K）2-2-3 简笔画默写与创编

（1）任务描述

①简笔画单个形象默写——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各 6个，其中以下形

象必画（必画）: 书桌，玫瑰花，兔子，看书的人，山村小景。

②简笔画创编 ：猴子捞月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简笔画能力考核专用试卷纸；黑色钢笔或 0.7mm 以上（含）

中性水笔，水彩笔，学生自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分细则

单个形象默写总分 70 分。其中必画形象每个 4分。要求形象描绘准确、生动；

用线果断、流畅，构图饱满。

命题创编记 20 分。要求创编立意巧妙，表达主题内容准确，简洁明了，画面生



动完整，线条流畅肯定。其中形象表现 5分，线条 4分，主题表现 5分，构图立

意和画面完整性 6分。

试卷整体效果 10 分，要求试卷、画面整洁漂亮。

95-100 分为优秀，86-94 分为良好，70-84 为合格。

（670113K）2-2-4 简笔画默写与创编

（1）任务描述

①简笔画单个形象默写——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各 6个，其中以下形

象必画（必画）: 羽毛球与球拍，松树，大象，小女孩，湖区小景。

②简笔画创编 ：小马过河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简笔画能力考核专用试卷纸；黑色钢笔或 0.7mm 以上（含）

中性水笔，水彩笔，学生自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分细则

单个形象默写总分 70 分。其中必画形象每个 4分。要求形象描绘准确、生动；

用线果断、流畅，构图饱满。

命题创编记 20 分。要求创编立意巧妙，表达主题内容准确，简洁明了，画面生

动完整，线条流畅肯定。其中形象表现 5分，线条 4分，主题表现 5分，构图立

意和画面完整性 6分。

试卷整体效果 10 分，要求试卷、画面整洁漂亮。

95-100 分为优秀，86-94 分为良好，70-84 为合格。

（670113K）2-2-5 简笔画默写与创编

（1）任务描述

①简笔画单个形象默写——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各 6个，其中以下形

象必画（必画）: 自行车，杨柳树，小猫，跑步，日出。

②简笔画创编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简笔画能力考核专用试卷纸；黑色钢笔或 0.7mm 以上（含）

中性水笔，水彩笔，学生自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分细则

单个形象默写总分 70 分。其中必画形象每个 4分。要求形象描绘准确、生动；

用线果断、流畅，构图饱满。

命题创编记 20 分。要求创编立意巧妙，表达主题内容准确，简洁明了，画面生

动完整，线条流畅肯定。其中形象表现 5分，线条 4分，主题表现 5分，构图立

意和画面完整性 6分。

试卷整体效果 10 分，要求试卷、画面整洁漂亮。

95-100 分为优秀，86-94 分为良好，70-84 为合格。

（670113K）2-2-6 简笔画默写与创编

（1）任务描述

①简笔画单个形象默写——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各 6个，其中以下形

象必画（必画）: 小轿车，荷花，小狗，工人，海岸风景。

②简笔画创编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简笔画能力考核专用试卷纸；黑色钢笔或 0.7mm 以上（含）

中性水笔，水彩笔，学生自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分细则

单个形象默写总分 70 分。其中必画形象每个 4分。要求形象描绘准确、生动；

用线果断、流畅，构图饱满。

命题创编记 20 分。要求创编立意巧妙，表达主题内容准确，简洁明了，画面生

动完整，线条流畅肯定。其中形象表现 5分，线条 4分，主题表现 5分，构图立



意和画面完整性 6分。

试卷整体效果 10 分，要求试卷、画面整洁漂亮。

95-100 分为优秀，86-94 分为良好，70-84 为合格。

（670113K）2-2-7 简笔画默写与创编

（1）任务描述

①简笔画单个形象默写——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各 6个，其中以下形

象必画（必画）:电扇，小树丛，小鹿，农民，雷雨。

②简笔画创编 ：课外体育锻炼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简笔画能力考核专用试卷纸；黑色钢笔或 0.7mm 以上（含）

中性水笔，水彩笔，学生自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分细则

单个形象默写总分 70 分。其中必画形象每个 4分。要求形象描绘准确、生动；

用线果断、流畅，构图饱满。

命题创编记 20 分。要求创编立意巧妙，表达主题内容准确，简洁明了，画面生

动完整，线条流畅肯定。其中形象表现 5分，线条 4分，主题表现 5分，构图立

意和画面完整性 6分。

试卷整体效果 10 分，要求试卷、画面整洁漂亮。

95-100 分为优秀，86-94 分为良好，70-84 为合格。

（670113K）2-2-8 简笔画默写与创编

（1）任务描述

①简笔画单个形象默写——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各 6个，其中以下形

象必画（必画）: 乒乓球与球拍，牵牛花，狮子，扫地，多云天。

②简笔画创编 ：滥竽充数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简笔画能力考核专用试卷纸；黑色钢笔或 0.7mm 以上（含）

中性水笔，水彩笔，学生自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分细则

单个形象默写总分 70 分。其中必画形象每个 4分。要求形象描绘准确、生动；

用线果断、流畅，构图饱满。

命题创编记 20 分。要求创编立意巧妙，表达主题内容准确，简洁明了，画面生

动完整，线条流畅肯定。其中形象表现 5分，线条 4分，主题表现 5分，构图立

意和画面完整性 6分。

试卷整体效果 10 分，要求试卷、画面整洁漂亮。

95-100 分为优秀，86-94 分为良好，70-84 为合格。

（670113K）2-2-9 简笔画默写与创编

（1）任务描述

①简笔画单个形象默写——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各 6个，其中以下形

象必画（必画）: 汽车，大树，狐狸，军人，城市风景。

②简笔画创编 ：课堂上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简笔画能力考核专用试卷纸；黑色钢笔或 0.7mm 以上（含）

中性水笔，水彩笔，学生自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分细则

单个形象默写总分 70 分。其中必画形象每个 4分。要求形象描绘准确、生动；

用线果断、流畅，构图饱满。

命题创编记 20 分。要求创编立意巧妙，表达主题内容准确，简洁明了，画面生

动完整，线条流畅肯定。其中形象表现 5分，线条 4分，主题表现 5分，构图立

意和画面完整性 6分。



试卷整体效果 10 分，要求试卷、画面整洁漂亮。

95-100 分为优秀，86-94 分为良好，70-84 为合格。

（670113K）2-2-10 简笔画默写与创编

（1）任务描述

①简笔画单个形象默写——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各 6个，其中以下形

象必画（必画）: 洗衣机，郁金香，小猪，青年人，小河边。

②简笔画创编 ：植树劳动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简笔画能力考核专用试卷纸；黑色钢笔或 0.7mm 以上（含）

中性水笔，水彩笔，学生自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分细则

单个形象默写总分 70 分。其中必画形象每个 4分。要求形象描绘准确、生动；

用线果断、流畅，构图饱满。

命题创编记 20 分。要求创编立意巧妙，表达主题内容准确，简洁明了，画面生

动完整，线条流畅肯定。其中形象表现 5分，线条 4分，主题表现 5分，构图立

意和画面完整性 6分。

试卷整体效果 10 分，要求试卷、画面整洁漂亮。

95-100 分为优秀，86-94 分为良好，70-84 为合格。

2.课堂片段教学设计

（670113K）2-2-11《神奇的口袋》片段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造型·表现模块，小学一年级美术上册《神奇的口袋》片段

教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12：《变化无穷的线条》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造型·表现模块，小学二年级美术上册《变化无穷的线条》

片段教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13 《水墨游戏》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造型·表现模块，小学三年级美术下册《水墨游戏》片段教

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14 《多样与统一》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造型·表现模块，小学五年级美术下册《多样统一》片段教

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15 《明与暗》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造型·表现模块，小学六年级美术下册《明与暗》片段教学

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16 《纸风铃》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设计·应用模块，小学一年级美术上册《纸风铃》片段教学

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17 《闪光的名字》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设计·应用模块，小学二年级美术上册《闪光的名字》片段

教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18 《万花筒》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设计·应用模块，小学三年级美术上册《万花筒》片段教学

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19《校徽设计》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设计·应用模块，小学四年级美术上册《校徽设计》片段教

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20《我设计的服装》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设计·应用模块，小学六年级美术下册《我设计的服装》片

段教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21《形形色色的世界》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欣赏·评述模块，小学二年级美术上册《形形色色的世界》

片段教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22《迷人的动画片》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欣赏·评述模块，小学三年级美术上册《迷人的动画片》片

段教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23《漫画与动漫欣赏》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欣赏·评述模块，小学四年级美术上册《漫画与动漫欣赏》

片段教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24《珍爱国宝──古代的青铜艺术》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欣赏·评述模块，小学五年级美术下册《珍爱国宝──古代

的青铜艺术》片段教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25《我国古代建筑艺术》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欣赏·评述模块，小学六年级美术下册《我国古代建筑艺术》

片段教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26《指偶剧院》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综合·探索模块，小学二年级美术上册《指偶剧院》片段教

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27《美术小记者》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综合·探索模块，小学三年级美术上册《美术小记者》片段

教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28《光的魅力》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综合·探索模块，小学四年级美术下册《光的魅力》片段教

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29 《舞台布景》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综合·探索模块，小学五年级美术下册《舞台布景》片段教

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670113K）2-2-30 《二十年后的学校》教学设计

（1）任务描述：

任务:小学美术教材综合·探索模块，小学六年级美术下册《二十年后的学校》

片段教学设计

要求：根据提供的教材内容选择片段进行教学设计，包含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

作 10 分钟试讲三部分。依据教案设计考核要求，体现教案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及内容，体现针对性，体现教育原理，体现创新性。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机房，多媒体教室

按每次 1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

备相应的考场设施。考核流程参照“《国家中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认证办法》的考

试流程”进行。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电脑、备课纸、多媒体教学工具。

考生自备：铅笔、橡皮、中性笔等。

（3）考核时量：150 分钟

（4）评分标准

教学设计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教案设计、教学课件制作、10

分钟试讲与任务完成等四个方面。其中，教案设计占该项目总分的 30%，教学课

件制作占该项目总分的 30%，10 分钟试讲 30%，任务完成度占该项目总分的 10%，

70 分为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评价标准表”。

（三）专业方向和跨岗位技能——专业方向技能

1.中国画临摹与创作

（670113K）3-3-1 写意花鸟画临摹

（1）任务描述

作品范图：

要求：根据以上提供的作品图例来完成临摹作品一幅。临

摹作品画面元素必须完整，与原作品主题、构图、风格、形

式美感基本保持一致。

作品提交要求：以完整作品芯稿的形式提交，最小尺寸不得

小于四尺三开。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多媒体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四尺生宣考核专用纸，每人 1张；



学生自备中国画用其它工具和材料。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艺术素养、基本技能、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

中国画艺术素养占 10 分，用笔用墨技法 30 分，形象表现 30 分，构图 10 分，画

面完整性和艺术性 20 分。60 分为合格。

（670113K）3-3-2 写意花鸟画临摹

（1）任务描述

作品范图：

要求：根据以上提供的作品图例来完成临摹作品一幅。临摹作品画面元素必须完

整，与原作品主题、构图、风格、形式美感基本保持一致。

作品提交要求：以完整作品芯稿的形式提交，最小尺寸不得小于四尺三开。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多媒体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四尺生宣考核专用纸，每人 1张；学生自备中国画用其

它工具和材料。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艺术素养、基本技能、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

中国画艺术素养占 10 分，用笔用墨技法 30 分，形象表现 30 分，构图 10 分，画

面完整性和艺术性 20 分。60 分为合格。

（670113K）3-3-3 写意花鸟画临摹



（1）任务描述

作品范图：

要求：根据以上提供的作品图例来完成临摹作品一幅。临摹作品画面元素必须完

整，与原作品主题、构图、风格、形式美感基本保持一致。

作品提交要求：以完整作品芯稿的形式提交，最小尺寸不得小于四尺三开。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多媒体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四尺生宣考核专用纸，每人 1张；学生自备中国画用其

它工具和材料。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艺术素养、基本技能、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

中国画艺术素养占 10 分，用笔用墨技法 30 分，形象表现 30 分，构图 10 分，画

面完整性和艺术性 20 分。60 分为合格。

（670113K）3-3-4 写意花鸟画临摹

（1）任务描述

作品范图：



要求：根据以上提供的作品图例来完成临摹作品一幅。临摹作品画面元素必须完

整，与原作品主题、构图、风格、形式美感基本保持一致。

作品提交要求：以完整作品芯稿的形式提交，最小尺寸不得小于四尺三开。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多媒体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四尺生宣考核专用纸，每人 1张；学生自备中国画用其

它工具和材料。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艺术素养、基本技能、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

中国画艺术素养占 10 分，用笔用墨技法 30 分，形象表现 30 分，构图 10 分，画

面完整性和艺术性 20 分。60 分为合格。

（670113K）3-3-5 写意花鸟画临摹

（1）任务描述

作品范图：

要求：根据以上提供的作品图例来完成临摹作品一幅。临摹作品画面元素必须完

整，与原作品主题、构图、风格、形式美感基本保持一致。

作品提交要求：以完整作品芯稿的形式提交，最小尺寸不得小于四尺三开。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多媒体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四尺生宣考核专用纸，每人 1张；学生自备中国画用其

它工具和材料。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艺术素养、基本技能、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

中国画艺术素养占 10 分，用笔用墨技法 30 分，形象表现 30 分，构图 10 分，画

面完整性和艺术性 20 分。60 分为合格。

（670113K）3-3-6 写意花鸟画临摹

（1）任务描述

作品范图：

要求：根据以上提供的作品图例来完成临摹作品一幅。临摹作品画面元素必须完

整，与原作品主题、构图、风格、形式美感基本保持一致。

作品提交要求：以完整作品芯稿的形式提交，最小尺寸不得小于四尺三开。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多媒体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四尺生宣考核专用纸，每人 1张；学生自备中国画用其

它工具和材料。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艺术素养、基本技能、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



中国画艺术素养占 10 分，用笔用墨技法 30 分，形象表现 30 分，构图 10 分，画

面完整性和艺术性 20 分。60 分为合格。

（670113K）3-3-7 写意花鸟画临摹与创作

（1）任务描述

参考作品图例：

要求：根据以上提供的作品图例来完成临摹作品一幅，或参考以上图例进行中国

画写意小品创作。创作小品用笔用墨风格与作品图例风格基本保持一致。临摹和

创作作品画面元素必须完整，符合主题要求、有较强的形式美感。

作品提交要求：以完整作品芯稿的形式提交，最小尺寸不得小于四尺三开。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多媒体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四尺生宣考核专用纸，每人 1张；学生自备中国画用其

它工具和材料。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艺术素养、基本技能、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

中国画艺术素养占 10 分，用笔用墨技法 30 分，形象表现 30 分，构图 10 分，画

面完整性和艺术性 20 分。60 分为合格。

（670113K）3-3-8 写意花鸟画临摹

（1）任务描述

参考作品图例：



要求：根据以上提供的作品图例来完成临摹作品一幅，或参考以上图例进行中国

画写意小品创作。创作小品用笔用墨风格与作品图例风格基本保持一致。临摹和

创作作品画面元素必须完整，符合主题要求、有较强的形式美感。

作品提交要求：以完整作品芯稿的形式提交，最小尺寸不得小于四尺三开。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多媒体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四尺生宣考核专用纸，每人 1张；学生自备中国画用其

它工具和材料。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艺术素养、基本技能、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

中国画艺术素养占 10 分，用笔用墨技法 30 分，形象表现 30 分，构图 10 分，画

面完整性和艺术性 20 分。60 分为合格。

（670113K）3-3-9 写意花鸟画临摹

（1）任务描述

参考作品图例：



要求：根据以上提供的作品图例来完成临摹作品一幅，或参考以上图例进行中国

画写意小品创作。创作小品用笔用墨风格与作品图例风格基本保持一致。临摹和

创作作品画面元素必须完整，符合主题要求、有较强的形式美感。

作品提交要求：以完整作品芯稿的形式提交，最小尺寸不得小于四尺三开。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多媒体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四尺生宣考核专用纸，每人 1张；学生自备中国画用其

它工具和材料。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艺术素养、基本技能、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

中国画艺术素养占 10 分，用笔用墨技法 30 分，形象表现 30 分，构图 10 分，画

面完整性和艺术性 20 分。60 分为合格。

（670113K）3-3-10 写意花鸟画临摹

（1）任务描述

参考作品图例：

要求：根据以上提供的作品图例来完成临摹作品一幅，或参考以上图例进行中国

画写意小品创作。创作小品用笔用墨风格与作品图例风格基本保持一致。临摹和

创作作品画面元素必须完整，符合主题要求、有较强的形式美感。

作品提交要求：以完整作品芯稿的形式提交，最小尺寸不得小于四尺三开。

（2）实施条件

考核场地：中国画多媒体教室。



工具材料：学校统一发放四尺生宣考核专用纸，每人 1张；学生自备中国画用其

它工具和材料。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艺术素养、基本技能、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

中国画艺术素养占 10 分，用笔用墨技法 30 分，形象表现 30 分，构图 10 分，画

面完整性和艺术性 20 分。60 分为合格。

2. 书法与篆刻

（670113K）3-3-11:《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内容：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① 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 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 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 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 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 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 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



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例增

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

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

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670113K）3-3-12:《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

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① 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 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 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 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 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 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 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

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例增

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

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

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670113K）3-3-13:《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内容：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① 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 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 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 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 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 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 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

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例增

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

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

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670113K）3-3-14:《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

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① 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 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 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 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 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 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 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

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例增

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

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

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670113K）3-3-15:《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

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① 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 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 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 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 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 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 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

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例增

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

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

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670113K）3-3-16:《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

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① 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 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 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 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 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 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 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

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例增

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

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

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670113K）3-3-17:《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

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① 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 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 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 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 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 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 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

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例增

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

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

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670113K）3-3-18:《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 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

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① 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 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 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 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 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 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 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

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例增

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

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

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670113K）3-3-19:《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

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① 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 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 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 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 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 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 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

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例增

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

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

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670113K）3-3-20:《楷书和汉印的临摹》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

楷书临摹。汉印或秦印的临摹。



① 懂得工具的使用

② 知晓楷书的用笔和结体。

③ 对秦汉印的风格有基本的把握。

④ 能够比较完整的进行临摹。

作品提交形式：

① 提交 4尺对开条幅的楷书临摹作品。提交 8开篆刻印稿一张。

② 考生将座位号填写在指定位置。

③ 提交时应确保作品干燥、整洁和完好。

（2）实施条件：

工作场地：书法室考场

按每次 100—200 人同时进行抽测准备，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

数配备相应的考场设施。场地配置数量可根据被测学生的数量的增减而按比例增

减，监考人员人数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设施设备与工具：

考场提供：书法工作室、8开素描纸、对开 4尺生宣。

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篆刻刀、砂纸、印泥、铅笔、水性笔。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标准

书法与篆刻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职业素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两

个方面。其中，职业素养占该项目总分的 15%，工作任务完成质量占该项目总分

的 85%，具体评价标准见附件。

（四）专业方向和跨岗位技能——跨岗位技能

1.美术字体设计与绘制



（670113K）3-4-1：《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

与案例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

强的形式美感。色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环境保护”或“节约用水”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 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尺

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

Potoshop（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

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50 分。



（670113K）3-4-2：《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

与案例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

强的形式美感。色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不见不散”或“非诚勿扰”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 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尺

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

Potoshop（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

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50 分。

（670113K）3-4-3：《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

与案例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

强的形式美感。色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快乐奔跑”或“月夜佳人”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 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尺

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

Potoshop（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

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50 分。

（670113K）3-4-4：《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

与案例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

强的形式美感。色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良品铺子”或“小琴咖啡”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 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尺

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

Potoshop（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

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50 分。

（670113K）3-4-5：《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

与案例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

强的形式美感。色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战鼓擂”或“杀破狼”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 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尺

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

Potoshop（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

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50 分。

（670113K）3-4-6：《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

与案例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

强的形式美感。色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柔软时光”或“一米阳光”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 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尺

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

Potoshop（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

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50 分。

（670113K）3-4-7：《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

与案例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

强的形式美感。色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家乐福”或“沃尔玛”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 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尺

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

Potoshop（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

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50 分。

（670113K）3-4-8：《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

与案例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

强的形式美感。色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等待”或“追求”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 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尺

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

Potoshop（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

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50 分。

（670113K）3-4-9：《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

与案例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

强的形式美感。色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艺空间”或“艺酒吧”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 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尺

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

Potoshop（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

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50 分。

（670113K）3-4-10：《中文字体变形设计》

（1）任务描述

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提供的字体设计案例来进行指定文字内容的创意设计，且保持设计风格

与案例风格一致。文字设计构思巧妙、变形合理且有创意、符合主题要求、有较

强的形式美感。色彩可自行变化，可适当添加装饰。

设计内容：

“欢乐城”或“水世界”

作品提交要求：

① 可以使用 CorelDraw 或 Potoshop 两个软件中的任意一个来进行操作，成品尺

寸为 A4 大小（210mmX297mm）。

② 提交两个格式的文件：保存格式为两个软件原始格式（.CDR 或.PSD 格式），

图片格式（.JPG）分辨率在 150-300dpi 之间均可。

③ 保存文件名为：姓名+学号

（2）实施条件

①工作场地：专业机房

每个考场按 30 名考生安排，根据测试人数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监考为每 1-20

个考生配一名监考人员。

②设备设施与工具：

考场提供：专业电脑（系统 Win7 或以上）、CorelDraw 软件（X4 或以上版本）、

Potoshop（CS2 或以上版本）、方正字库、投影仪



考生自备：铅笔、草稿纸。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字体设计与绘制项目的考核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技能、艺术素养、

项目完成情况三个方面。软件操作占 20 分，字体变形结构合理、比例协调 30

分，整体创意与设计意识体现占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