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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美术教师职前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特征与启示 *
——以美、英、德、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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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美、英、德、日 8 所高等院校美术教师职前教育课程方案开展调查研究。
从发达国家视觉艺术教育理念、教师专业化政策、职前培养目标切入，宏观分析课程体系改
革背景，并归纳出各国美术教师职前培养模式呈现灵活性、课程建构注重结构性、内容设置
体现多样性等整体特征。同时对我国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与课程设置现
状进行反思，借鉴国外优秀经验提出面向基础教育学科核心素养时代的美术学（教师教育）
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课程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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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达国家美术教师职前教育课程体系改
革的背景
（一）发达国家视觉艺术教育理念的更新
第一，国际艺术教育目标从以学科教育为中
心转向促进学习者创造力提升与适应社会变革
为导向。201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世界
艺术教育大会指出了艺术教育宗旨：
“建构 21 世
纪公民的创造力”“面向社会的艺术，面向创造力
的教育”，着重强调了通过艺术教育增强个体与社
会的创造与革新能力。2017 国际艺术教育协会
（InSEA）在全球会议上提出：通过视觉艺术教育
促进学习者发展可持续能力与理解社会文化多样
性，并积极应对数字化时代的变化与挑战。[1]
第二，国际视觉艺术教育主题呈现出多元
与跨界融合的趋势。近二十年，在文化与科技全
球化发展趋势的带动下，各国视觉艺术教育领
域涌现出“学科导向的艺术教育”（DBAE）
、①“生

活 化 艺 术 教 育”(Art for Life)、[2] “创 新 教
②
育”(Education to Innovate)、
“视觉文化艺术教
③
育”
（Visual Culture Art Education）
、
“综合艺
术教育”
(Comprehensive Art Education) ④“STEAM
教育”⑤“创客教育”
（Makerspace）⑥“大数据时代
美术教育”等以多元文化融合和跨学科教育为导
向的当代艺术教育思潮。当今各国视觉艺术教
育的主题，如解读各类视觉影像、参与视觉创意表
达、判别日常审美经验、思考文化身份差异以及探
索艺术与科技跨界融合的可能性。[3]
（二）发达国家艺术教师专业化相关指导政
策的出台
首先，近十几年来欧美发达国家教育界持续
关注教师专业质量的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45 届国际教育大会上明确了“确认教师职业专业
性，推进教师专业化进程”的策略。其次，21 世纪
初发达国家基础教育质量改革对教师教育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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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要求。各国纷纷认识到，设立职前教师专业
标准并改善教师职前培训质量，是提升教师专业
化并确保基础教育改革成效的基本前提。
因此，各国教育部门陆续出台促进艺术教
师专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标准。美国直接出台
了艺术教师相关专业标准，如艺术教育协会先
后 制 定《预 备 艺 术 教 师 标 准》(Standards for
Art Teacher Preparation,1999a)、
《视 觉 艺 术
教育者专业标准》(The National Visual Arts
Standards,2012) 其 规 定 了 预 备 美 术 教 师 的 定
义、培养要求、培育平台与资源分布。部分国家
美术教师从业统一参考本国教师教育从业相关
标准，如英国美术教师从业标准参考了本国教育
专业委员会修订的《教师资格标准》(Qualified
Teacher Status，2012) 和《教师教育机构标准》
(Standards for Teacher Training Agency)，[4]
二者组成了新的教师教育标准，
确立了英国教师职
前教育的办学指南，
使得英国的学科职前教育整体
趋于系统化和规范化。德国于 2004 年颁布《教师
教育标准：教育科学》
（Das Bildungswes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04）
，[5] 提 出 教
学、教化、评价、创新四个领域的能力标准；2008
年颁布《各州有关教师教育专业学科与专业学
科教学法共同内容的要求》（Die Staaten über
die Ausbildung der Lehrer und Pädagogische
methode gemeinsam inhalt），[6] 其中定义了美术
教师要掌握的专业知识能力并确定了学科课程和
学科教学法方面的内容。日本于 2000 年出台《关
于面向新时代的教师培养的改善方案》，[7] 强调了
培养有特长、个性丰富的教师。
（三）发达国家美术教师职前培养目标的多
元化取向
在国际艺术教育理念和教师政策变革的大
背景影响下，发达国家美术教师职前人才培养目
标也呈现出多元化取向。笔者首先通过对上文提
及的政策文本关键词做出归纳分析，同时结合美、
英、德、日四个发达国家 8 所美术教师职前培养特
色院校⑦近三年培养方案做文献比较研究后发现，
各国对美术教师职前素养划分标准虽然不同，但
整体可从学科知识、专业能力、专业态度三方面加
以概括。从趋势上看，近年各国要求培养职前美
术教师具备如下综合素养：
1. 综合掌握为基础的美术专业与教学知识

受调查各国都强调职前美术教师对美术专业
理论与创作知识、美术课程与教学方法知识的综
合掌握。如在美术专业知识方面，美国延续 DBAE
倡导的对美学、美术批评、美术史、美术创作专业
知识的全面积累；德国则强调具有当代艺术立
场、艺术思维、创作表达方式的知识，尤其重视艺
术史知识；英国和日本则效仿美国同样强调全面
了解艺术学科知识。在教育教学知识上，各国都
强调未来教师需精通教育教学知识，同时了解艺
术学科课程评价基本内容和要点、评估对象和评
价方法的知识。如美国强调全面并深度知情艺术
课程内容知识；德国侧重职前教师了解艺术领域
表现性诊断方法知识。
2. 创新探索为指向的美术教学实践能力
受调查各国均提倡职前美术教师发展全面理
解学生、计划性教学设计、特色性课程执教、多样
性评价为特征的教学实践创新能力。具体来看，
美国和日本提倡职前美术教师具有构建美术学习
环境的能力、了解学生个性与学习风格的能力、设
计具有深度和广度艺术课程的能力、艺术课堂敏
锐观察的能力、有效评价学生学习与艺术课程的
能力；英国侧重发展职前教师迁徙教学知识的能
力、组织学生小组学习并监督学习过程的能力、形
成反馈分析的能力；德国与日本鼓励职前教师发
展问题解决为导向的教学能力。德国高校在职前
美术教师培养目标中提到：
“通过新颖有活力、富
有意义的美术学习和教学实践体验，学习者应打
破传统艺术教育观念，努力探索艺术教学新方法，
成为未来艺术教育变革的引领者。”[8]
3. 批判反思为源头的美术教师专业发展能力
近些年国际教师教育领域提倡“教师作为批
判与反思性实践者以促进专业发展”的理念受到
广泛的认同。如美国与英国美术教师职前培养机
构鼓励学习者开展系统的反思性教学实践，发展
有效教学以促进教师持续成长。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美术教师培养目标中分别
提到“对常态化的艺术教学思维进行批判性的质
疑”“未来学生应在各类艺术教学领域的实践过
程中发展成为批判性思考者……通过批判反思去
审视自我专业发展的多样可能性”；[9] 德国强调
以反思手段促进艺术表达；日本主张通过不断自
我评价和追求专业发展成为反思型美术教育实践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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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元认同为核心的跨文化与多学科综合
素养
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背景下发展艺术教师跨文
化与跨学科素养是发达国家教师培养一致达成的
共识。美国强调艺术教师通过跨文化学习去理解
各类艺术间的差异性，如美国学者麦克菲指出：
“艺术教师应充分意识到艺术的文化多元性，并以
跨文化视野体验和思考不同文化氛围中的艺术内
涵，同时批判性地理解自身艺术及他人艺术之间
产生的冲突……”[10] 德国强调美术教师探索与理
解艺术与文化生活的关系，如柏林艺术大学在美
术教师培养目标中写到，
“理解作为文化表达媒介
的艺术语言在多元背景下所具有的独特价值”；[11]
日本强调教师通过跨学科学习关注当下问题焦
点，如《日本教育职员培养审议会审议报告》中提
到：
“大学教育应开设课程帮助教师加强对国际文
化、环境问题等社会问题的理解。”
5. 学生主体为根本的美术教育价值观
受调查国家美术教师相关培养目标都注重以
学生为中心，并以促进多元背景下学生学习为宗
旨。此处的“学生”既包括立志从教的大学生，也
包含正在接受教育的中小学生。如美国强调教师
应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在多元社区中的文化身
份；德国则关注不同年龄背景的学生受教育需求
和兴趣；英国强调教师尊重学生、发展平等与信
任、促进个性化学习，知晓教育职责与职业政策；
日本注重理解学生的多样和差异性，并具有良好
的师德修养。
可见，快速变革的时代要求未来各国美术教
师具有能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学科综合素
养。然而面对上述挑战，部分国家艺术教师教育
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上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
如有些艺术教育学者指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部分国家美术教师职前培养课程依然注重专业技
能训练，忽视学科课程教学和教育研究的作用，也
较少考虑如何让教师适应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并应
对变化的外部环境，同时课程体系缺乏对教师专
业发展的规划和内部系统的联系。[12] 因此，美术
教师职前教育课程体系改革成为发达国家教师教
育改革浪潮中的重要环节。
二、发达国家美术教师职前教育课程体系改
革的整体特征
以美、英为代表的各国纷纷认识到：能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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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科学的职前教育课程体系，即是确保培养目标
达成的必备条件，又是教师职前培训活动实施的
根本保障，更是教师专业提升的重要途径。在以
上理念的引领下，部分发达国家美术教师教育课
程体系也做出了相应的改进，并体现了其育人价
值与目标。经过对前文 8 所发达国家美术教师培
养院校课程设置方案进行系统的文本梳理、比较、
归纳、总结后，笔者发现发达国家美术教师职前培
养课程体系改革呈现以下特征：
（一）职前培养模式设计呈现灵活性
第一，培养地点的灵活性。本世纪初，随着西
方多国教师职前培养体系的多元化转型，综合性
大学学科教育专业与传统师范院校同时具备中小
学美术教师职前培养资格。同时，各国不同类型
的教师教育机构，承担不同学段的艺术教师职前
培养任务。如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的小学美术
教师主要由综合性大学教育系或美术教育专业 +
教学实践基地合作培养，而以英国和德国为代表
的中学美术教师则主要由专业美术院校 + 综合性
大学教育学院 + 教学实践基地三者联合培养。
第二，培养时间的灵活性。美国、德国、日本、
英国美术教师职前教育针对不同培养方向的学
生采用不同学制。具体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为
“4+0”或“3+0”定向培养模式，此类模式以各国
综合性大学中三至四年学制的小学美术教师职前
培养为代表。第二类为“ 4+1、3+1、3+2”分段培
养模式，主要针对非 4 年制的中学或专业美术教
师职前培养，一般要求学生在取得相关美术专业
本科学位后，经过一年或以上的教育专业研究生
学习阶段并取得实践认证后才能获得中学以上专
业美术教师申请资格，如英国、德国等部分美术专
业院校的培养模式。
第三，入学对象的灵活性。第一类定向培养
的小学美术教师候选人主要为热爱艺术并有意愿
完成全日制本科学习的学员，参考美国、日本、英
国部分院校的入学要求。第二类分段培养的中学
美术教师候选人，主要为本科阶段有美术专业学
习背景或具备美术行业相关从业经验，并有意投
身学校美术教职但无教育课程学习经历的人员，
以美国、英国、德国部分院校入学要求为代表（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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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发达国家美术教师职前培养模式一览表（美、英、德、日）

代表国家

美国、日本、英国

美国、英国、德国

培养学段

小学美术教师培养

中学或专业美术教师培养

培养模式

集中定向培养模式

分段灵活培养模式

培养机构

综合性大学美术教育系+教学实践基地

美术院校+大学教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

培养年限

4+0或3+0（本科教育）

4+1/3+1/3+2（本科+研究生教育）

培养对象

热爱艺术并有意完成全日制本科学习的学员

有美术专业学习背景或美术行业相关从业经验的学员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8所受调查院校美术教育专业近三年人才培养方案分析归纳。

（二）职前教育课程体系建构注重内在结构
性
1. 课程设置依据性强，体现学科规范性
调查表明，发达国家美术教师职前课程设置
有政府法规和相关标准可供参考，具有较强的依
据性和学科规范性。如日本东京学艺大学美术教
师职前课程主要参考文部省《教育和工作人员执
照法第 147 号法案》中对美术教师职前培养单位
应设课程的规定以及日本中小学美术科目执教课
程范围；美国伊利诺大学美术教师职前培养课程
设置依据该州颁布的《美术教师入职培训课程相
关标准》；德国柏林艺术大学美术教师培养课程
设置则统一参考《德国各州有关教师教育专业学
科与专业学科教学法共同内容的要求》相关文件
规定。这样的方式确保了教师职前培养课程与基
础教育学科课程间的完整对应与衔接，规范的设
置也为学生提供了兼具学科深度和广度的专业学
习内容。
表2
国家

美国
英国
德国
日本

2. 课程设置模块化，且比重相对均衡
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的课程设置调查中
发现，各国美术教师职前课程由几个大的模块组
成，各模块包含不同课程单元且学分比重相对平
衡。完整的课程模块体现了课程体系的开放与包
容性，并可不受原有学科体系局限进行持续改进，
使灵活地调整与更新教学内容成为可能。资料显
示，虽然各国对课程模块设置名称的定义不同，但
基本都包含由美术专业基础类课程、美术与人文
综合类课程组成的美术学科专业类课程、美术教
育理论类课程、美术教学实践类课程几大模块，且
各模块都为学生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课程，课
程注重学生跨学科、多层次、全方位的学习体验。
课程设置有利于学生掌握综合的学科知识、形成
扎实的专业技能和灵活的职业适应能力。同时，
从各校四类课程模块学分比例来看，相对均衡且
无明显偏科设置趋势 ( 表 2) 。

发达国家美术教师职前教育课程模块学分比重统计表
课程名称

美术专业基础类课程

学校名称
俄亥俄州立大学美术教育系

美术与人文
综合类课程

美术教育
理论类课程

美术教学
实践类课程

34%

19%

27%

20%

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美术教育系

31%

22

30%

17%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艺术教育系

36%

24%

24%

16%

纽曼大学艺术教育系

32%

26%

20%

22%

明斯特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

41%

16%

12%

31%

德国柏林艺术大学美术教育系

30%

21%

20%

29%

东京学艺大学教育学部美术教育系

22%

16%

42%

20%

日本筑波大学艺术教育系

24%

14%

37%

25%

平均值

28%

20%

27%

25%

百分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发达国家8所受调查院校美术教育专业近三年职前课程方案中课程学分统计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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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板块组织合理，兼顾学科逻辑性
	
  
研究发现，
受调查各国美术教师职前培养课
程组织较为合理，兼顾学科内在逻辑规律，体现学
科“学术性、专业性”同时也融合“师范性”特性。
课程模块组织方式大体可以分为“时间顺序模式”
（Consecutive Model）（图 1）和“同时发生模式”
（Concurrent Model）（图 2）两类。第一类以德
国和日本美术教师职前课程组织形式为代表。即
本科低年级期间开设美术学科专业类课程，高年
级设置美术教师教育类和相关教学实践类课程，
课程组织体现“多层次、广模块、厚基础”的设计
理念，注重学生的美术专业知识技能、美术教学知
识、美术教学实践能力从无到有循序渐进的培养
（图 1）。第二类以英国和美国美术教师职前课程
组织方式为代表。即美术学科专业类课程、美术
学科教师教育类课程、教学实践类课程均从本科
入学起每学年平行开设。相较于第一类组织方式，
第二类方式由于教师教育类课程的提早开设，更
有利于学生提前对教师角色形成职业认同，在专
业学习和实践成长的过程中，有所侧重地掌握美
术专业技能与教学知识并积累教学实践经验，最
终提升专业教学实践能力。
图1

时间顺序模式的美术教育课程模块组织图

图2

同时发生模式的美术教育课程模块组织图
专业教学实践能力层
（教育实践类课程）
专业基础知识
与技能层
（美术学科专
业类课程）

专业教学知识层
（美术教师教
育类课程）

全 学段 平行 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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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前课程内容设置体现外在多样性
1. 美术专业技能类课程设置体现学科领域
的丰富性
当代发达国家美术教师专业技能课程内容设
置强调多种艺术形式在统一的学习目标下相互联
系与补充。视觉艺术技能类课程强调学生通过全
方位视觉艺术理论学习与创作体验，加深其对艺
术观念与形式的理解。例如，近年以日本东京学
艺大学、日本筑波大学为代表的日本美术教育专
业技能类课程平均开设数多达 60 门以上，包括了
绘画类、雕塑类、工艺美术类、综合材料类、设计媒
体类等必修和选修课程。德国明斯特美术学院、
德国柏林艺术大学为代表的美术专业工作室研究
课程贯通整个大学四年，低年级侧重围绕传统材
料学习创作同时鼓励学生结合当下流行艺术观
念进行研讨，高年级融入现代综合材料创作与新
媒介技术体验，并增加艺术创作策略与途径研讨
课；以俄亥俄州立大学、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为
代表的美国美术教育专业技能课程，鼓励学生将
现代数字媒体技术与传统艺术媒介相结合，将网
络资源与场馆、社区文化资源相整合，教师鼓励学
生成为课堂学习主体并自由选择创作主题，用全
新的视觉艺术媒介语言表达自己的艺术情感。
2. 视觉艺术理论与人文类课程设置突出学
科的交互性
发达国家专业美术教育与美术教师教育价
值取向截然不同，前者主要是以培养艺术家为目
标，后者主要强调培养兼具专业知能与综合人文
素养的预备美术教师。因此，发达国家美术教师
职前培养专业的视觉艺术理论与人文类课程设置
更加强调“大美术”理念下具时代特征的跨学科
课程融合，表现为当代视觉艺术理论与历史学、
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跨界交叉（图
3）。例如，日本东京学艺大学为美术教育专业开
设 “视觉艺术教育的思潮”“美术教育的特性与
人格形成”课程；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伊利诺
大学美术教育专业开设“审美心理学”“儿童艺
术发展”“美学”“当代教育议题”“艺术教育动
态”“当代艺术浪潮”“视觉流行文化现象”“文
化社会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管理学”等课程。
英国纽曼大学艺术教育专业开设“社区文化中的
美术”“虚拟视觉文化”课程等人文跨界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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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艺术教育专业
视觉艺术理论与人文类课程设置示意图

3. 美术教育类课程设置强调教学关联性与
反思性
对于美术学科教学理论课程的重视程度是美
术教师教育区别于专业美术教育的重要标志。发
达国家美术学科教学理论课程的设置，强调学生
形成把美术教学理论、实践性知识、教学实践能力
三者结合并相互转化的能力，并初步学会教学调
查和研究的方法，具体特征如下：
第一，课程内容强调教学理论与教学情境的
内在联系。在美术学科教学理论课程中，教师创
设基于问题的学习情景，学生通过教育理论学习、
教学案例分析、情境模拟实施、反思改进等环节的
一体化学习，形成针对复杂教学问题开展课程设
计和实施的能力。例如：德国明斯特美术学院在
美术教学理论课程中，强调学生在案例研究中理
解教学理论知识，通过模拟当地学校美术教学任
务的设计与实施，把原有的知识迁徙到新的情景
中，形成新的实践性知能（图 4）；日本驻波大学
的美术教育理论课程鼓励学生积累课堂感性认
识，通过教学现场调研考察或教学案例研讨，归纳
分析后总结出具有特色的美术教学理论。

图4

德国明斯特艺术学院美术
教育类课程实施流程
知识迁徙

第二，开设多元的艺术教学理论专题课程。
部分国家把美术教学相关理论与各人文学科主题
相融合，如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艺术教育专业
开设“视觉艺术与设计教学”“博物馆中的美术教
学论”“美术教学专题研讨课”；日本东京学艺大
学开设“当代文化与美术鉴赏教学方法”“校本课
程的教材开发和教学设计”“传统工艺美术教学
法”等。
第三，强调教学研究与反思的重要性。部分
国家美术学科教师教育课程体现出教育科学、美
术教育研究理论、临床学习反思的三者结合。调
查发现伊利诺大学鼓励培养“作为研究人员的美
术教师”，只有在教学中通过对现象或行为的研究
进行教学反省，才能提升自我专业能力。因此课
程同时关注学生对研究过程的知情理解与在教学
观察中进行反思，如课程内容包括研究定义和研
究实例、版权和剽窃等常见问题、教学案例和行动
研究等定性方法的学习；中间穿插对 ChampaignUrbana 学区中小学艺术课堂观察，并鼓励学生组
织“教学研讨会”以审视小学和中学艺术教学的
责任、方法和技巧，并撰写教学反思报告，最终完
成系列课程 20 学分。
4. 美术教学实践活动强调模式多样性与资
源协同性
在职前培养环节中加强教育实践力度已成
为发达国家提高师资队伍专业素质的重要途径，
也是各国美术教师职前培养改革的主要落脚点，
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职前美术教育实践时间
普遍被延长。如美国伊利诺大学、英国伦敦大学
教育学院美术教师职前实习时间分别为一至一年
半；德国明斯特艺术学院规定第二阶段职前美术
教育实习期需持续两年时间。第二，美术教育实
践方式呈现多样化：集中实践与分散实践、连续
实践与分段实践、专题实践与嵌入实践相结合等
方式。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英国纽曼大学美
术教育专业见实习模块被广泛分布四个学年中；
德国明斯特美术学院教学实践集中在后两年开
展；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把美术教学实践嵌入并渗
透在各类专业教学课程中。第三，美术教育实践
内容层次化：常规实习与特殊领域实践结合。除
了普通学校的实习，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在美术
教师职前实践环节中，鼓励学生参与特殊人群的
艺术教育活动开发与实施，并提倡学生参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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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项目，伊利诺大学鼓励学生选修艺术展
览策划实践课程；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开设美
术馆教育实践、社区艺术教育实践项目。第四，美
术教育实践管理合作化：实习指导由大学教师和
实习基地中小学美术教师共同承担。例如，德国
柏林艺术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的美
术教育实习项目，采用基地学校实习和校内专题
研讨课交替进行。总之，发达国家美术教学实践
体系保障了在读学生有充足时间观察课堂真实情
境、体验授课过程和反思教学行为，进而全面提升
了实习教师专业教学能力，并为将来专业发展打
下扎实的基础。
三、启示
近年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我国美术教
师职前培养环境同样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基
础教育学科育人目标的转型促进了高师专业课程
与教学的变革。教育部专家组在 2018 年普通高
中课程标准中提出了“美术学科核心素养”，明确
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应具备的美术学科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并预示着高校师范专业课程与教
学改革的新方向。另一方面，教师专业化政策对
高师专业课程设置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部与
2011、2017、2018 年陆续颁布了《教师教育课程标
准》、[13]《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
[14]
《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15]
前者两者相关内容中分别对师范专业教师教育类
课程设置范围、修读学分与课程设置理念、价值导
向加以指导建议；后者从“产出导向”的培养观出
发，对师范类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的合理性、组织关
系的科学性、毕业要求的支撑性等方面均提出了
不同层次的评定要求。
面对新形势，我国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如
何有效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并结合本国国情，探索
面向基础教育学科核心素养时代的美术教师职
前定向培养与课程建设改革思路，是现阶段各级
培养机构在师范类专业认证前需要认真思考的问
题。根据前期比较研究结论及综合现状的思考，
笔者就我国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定
位与课程体系完善创新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一）提升人才培养识别度，拓宽专业培养模
式
未来人才培养应深度对接基础美术教育改革
新动向、教学岗位新需求、能力素质新规格，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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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识别度。长期以来，我国基
础教育美术教师职前培养任务分别由师范类院校
或艺术类院校承担，其中师范类院校是基础教育
美术教师培养的主要阵地。鉴于历史原因，多数
师范类院校长期套用美术专业创作人才的培养理
念，疏于对基础教育教师素养的关注，导致了人才
培养目标规格、培养模式的模糊定位，最终影响了
美术教师职前培养质量。未来各培养机构应进一
步制定体现美术教育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或聚
焦能胜任常规教学岗位的高素质专业化合格美术
教师；或定位面向基础教育核心素养时代，具有
创新性教学能力、综合性发展能力、广阔跨学科视
野的卓越美术教师后备人选。
从培养模式上，未来我国可借鉴发达国家
积极推广多元分层的形式。从培养范式看，国际
教师教育领域先后出现了“知识取向”“能力取
向”“情感取向”“建构取向”“批判取向”“研究
取向”“实践取向”“现象取向”等多样培养形式，
我国应根据自身情况借鉴并加以融合，如以教育
实践为主导兼容反思探究的培养模式、以教育现
象研究为主导引领实践改革的培养模式等。从培
养机构看，艺术类院校和普通师范院校可定位合
格美术教师培养，重点和特色师范院校可以定位
面向卓越的美术教师培养；同时在教育科学与理
论研究实力雄厚的师范院校，可发挥教育学科资
源优势，确立侧重艺术素质教育的中小学美术教
师职前培养模式，而专业创作实力较强的美术院
校可借鉴德国、英国经验，发挥专业教育优势并借
助综合院校教育学科力量，创设注重专业技能教
育的特色中学或职业学校美术教师职前培养模
式。从培养年限看，双学科的专业属性决定了专
业学生难以在有限的四年里全面深入地完成各科
学习任务。对此可采用分学段和学制培养模式。
如针对小学美术教师职前培养，可借鉴美国和日
本四年一贯制培养模式；针对中学学段或专业美
术教师职前培养，可学习德国和英国 +N 的分段培
养模式。灵活的培养模式可同时满足基础型与高
层次美术教师的培养需求。
（二）分设课程学习领域，优化课程比重与组
织顺序
从课程板块的分类设置来看，未来我国美术
学（教师教育）专业各类课程板块下应进一步分
设具体学习领域。传统通识、专业、教育、实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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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型课程设置仅从学科分类出发趋于笼统化、
缺乏联系性与针对性。发达国家美术教师职前课
程设置做法值得借鉴，如美术专业类课程下可分
设美术基础、美术表现与创造、美术理论与历史、
美术与人文、科技教育等学习领域；教师教育类
课程下可分设教育理论基础、教育技术基础、美术
教育史论、美术学科教育理论、美术教育研究等学
习领域；教学实践环节类课程下可分设学校美术
教学实践、校外美术教育实践、拓展性教学实践、
通用性实践等领域，以全面聚焦美术学科核心素
养。
从各课程类型比重上看，笔者在教育部课题
研究中对华东地区师范院校开设的课程类型比重
进行调查后发现，各院校以技能课程为主的美术
专业类课程占比较大，与教师教育类、教育实践环
节类课程间比例失衡，阻碍了未来美术教师跨学
科视野与创新教学实践能力的发展。借鉴发达国
家的经验：第一，在美术专业类课程中，建议精简
传统绘画技能课程比例，增设设计、工艺、新媒介
类创新技术课程；拓展美术与历史、人文与科技
教育领域课程比重。第二，在教师教育类课程中，
依据《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加大美术学科教育理
论领域课程比例，增加美术教育研究领域课程学
分。第三，在美术教育实践类课程中，丰富实践类
型。如设置常规学校教学实践板块同时，开放更
多校外拓展性教学实践板块，最终拓展师范生跨
学科视野，并增强综合实践能力。
从学科课程组织顺序上看，各校应在充分考
虑未来美术教师岗位能力差异性需求的基础上，
优化课程组织顺序。以往各校课程模块间采用时
间顺序的组织模式，虽保证了各课目的独立性，但
割裂了专业知识与技能学习、美术教育理论学习、
美术教育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难以体现教育专
业的师范性特征。建议采取分学段与层面的课程
设置方法，如在培养面向基础教育美术教师为主
的师范类院校美术教育专业，可借鉴美国与英国
的经验，美术专业类课程、教师教育类课程、教学
实践环节在本科教学阶段每学期平行开设；在培
养艺术特色中学或者职业学校美术教师为主的艺
术类院校美术教育专业，可参考德国和日本的经
验，本科低年级以美术专业课程学习为主，高年级
深入开展学科教育类课程和教学实践类环节。这
样做的优势是，促进师范生在充分的教育实践过

程中检验美术知识、技能的有效性，并能在积极反
思中萌发教学创新意识。
（三）鼓励专业技能课程创新设置，凸显专业
理论课程跨界导向
从美术专业类技能课程模块设置上来看，笔
者建议在整合传统美术技法类课程的基础上，进
一步开设创新实验性技能课程与工作坊。以往我
国师范院校美术技法类课程设置基本效仿专业美
术院校，开设以培养艺术家为导向的各类专业性
绘画技能课程，然而单一的传统技能训练已无法
满足基础教育美术课程对视觉艺术形式的创新与
时代性需求。因此，未来美术技能类课程应在整
合传统技能课程数量的基础上，增设体现大数据
时代科技发展与美术创新实践结合的新媒体类课
程模块，同时鼓励设置创意设计类课程模块。如
数字与新媒体体验类工作坊、综合视觉材料实验
课程、文创与教育产品设计工作坊等。以提高美
术师范生的综合创新技能与创造力发展水平。
纵观美术专业类理论课程模块设置，笔者建
议未来该类课程设置应鼓励学生探讨美术与其他
学科的跨界关联。以往此类课程模块主要集中于
艺术原理、美术史论、作品鉴赏等美术理论与历史
领域相关课程，但缺乏对美术与生活、社会、文化、
科技等关联性探讨的跨界课程。建议可以学习美
国、日本和英国的经验，专业类理论课程可增设如
文化传播学、艺术心理学、文化社会学、艺术管理
学、艺术与科技、美术教育思潮等美术与人文科技
领域的综合跨界课程，以全面提升师范生跨文化
理解力与跨学科综合素养。
（四）促进教育类课程多元融合，建设教学实
践课程多样生态
从教师教育类课程中的美术学科教育课程板
块设置上看，笔者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实现美术
教育理论课程内的情景融合。以往我国院校美术
学科教育课程限于教材更新速度难以体现基础美
术教育发展动态。未来应在师范美术教育理论课
程中强调融合真实教学情景，让学员在模拟案例
中发现并解决教学问题，把教学知识灵活迁徙到
情境场域中，形成新的实践性知能。第二，加强美
术教育理论课程领域间的专题融合。除了传统美
术教材教法类课程外应进一步设置融合各类“视
觉文化”议题的艺术教育方法专题课程、融合跨文
化跨学科内容的资源开发类专题课程、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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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学科指导纲要的专题课程。第三，鼓励美
术教育方法课程的研究融合。在美术教育研究领
域课程中，增设美术教育研究方法与写作、美术教
学现象与案例研究、美术教育成果研究等模块，帮
助学生形成通过研究促进教学反省的意识。
在教育实践活动的安排上，我们也应向发达
国家学习及时反思自身现状做出调整，并进一步
建设教学实践多样生态模式。例如，经调查以往
我国部分师范院校美术教育专业学生教学实践机
会较少，且时间较短；教育实践活动缺少管理与
监督机制、教育实习流于形式、内容相对单一。改
进建议为，首先，拓展美术教育实践时间与形式。
有条件的院校可采用集中和分散实践相结合的模
式，如除保留传统集中制实习模式外，可以每学期
平行安排教育研习、见习、实习活动。同时，部分
实践活动可采用在其他专业课中“嵌入”开展的
模式。其次，丰富美术教育实践主题与内容。从
实践主题出发，教师可根据师范生能力发展水平，
分学段制定实践活动主题，如低年级以感知性、体
验性实践为主；高年级以参与性、应用性实践为
主。从实践内容出发，可采用常规实习与特殊领
域相结合、教育实践与定期反思研习相结合。最
后，开放美术教育实践合作模式。从实践资源出
发，可采取高校与基地实践相结合，学校与社区美
术场馆实践相结合、境内与境外美术教学实践相
结合等模式，以此全面提升师范生美术教育综合
实践能力。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艺术教育理念发展、教
师专业化政策出台、人才培养目标转变，发达国
家通过改进和完善美术教师职前培养课程设置，
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体现育人价值。发达国家
美术教师职前培养模式设计呈现灵活性、课程体
系建构注重结构性、课程内容设置体现多样性的
特点，其发展趋势和经验值得我们关注与借鉴。
结合国情，各院校应从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
相关培养理念与课程设置现状问题出发，科学地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升我国同类专业人
才培养识别度，拓宽专业培养模式；分设课程学
习领域，优化课程比重与组织顺序；鼓励专业技
能课程创新设置，凸显专业理论课程跨界导向；
促进教育类课程多元融合，建设教学实践课程多
样生态。

注释：
①

DBAE (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 以 学 科
为基础全面综合的美术教育理论 , 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大背景下的美国，
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美术教育理论的沿革和发展。

②

2013 年 4 月美国白宫发布国情咨文《创新教育：未
来工作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③

21 世 纪 初 美 国 伊 利 诺 大 学 保 罗 . 邓 肯（pall
Duncum）教授提出基于视觉文化的艺术教育思想。

④

20 世纪 90 年代，综合艺术教育在美国各地广泛兴起
并对世界艺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⑤

STEAM 是 五 个 单 词 的 缩 写：Science\Technology\
Egineering\ Arts\ Maths,STEAM 是美国政府提出
的教育倡议，是美国反思其基础教育在理工科方面渐
渐呈现弱势而做出的改变。

⑥

创客教育是一种融合信息技术，秉承“开放创新、探
究体验”教育理念，以“创造中学”为主的学习方式
和以培养各类创新型人才为目的的新型教育模式。

⑦

8 所受调查院校分别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美术
教育系（Art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伊 利 诺 大 学 香 槟 分 校 美 术 教
育 系（Art education department,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英国伦敦大学教
育学院艺术教育系 (Department of Art educ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英国纽曼大学艺术教育系 (Department
of Art education Newman University）、德国明斯
特艺术学院美术教育系 (Abteilung vom kunst und
Bildung, Kunstakademie Münster, Deutschland)、
德国柏林艺术大学美术教育系（Fakultät Bildende
Kunst,Universität der Künste Berlin,）、日 本
东京学艺大学教育学部美术教育专业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Tokyo Gakugei University)、日本
筑波大学艺术教育系 (Art education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Tsuk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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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Art Teacher’s Pre-service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ANG Yang QIAN Chu Xi
Abstract：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professional pre-service art teachers education
curriculum programs in 8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Germany and Japan. This paper makes a
macro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of curriculum system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sion art education
concept, teacher professionalization policy and pre-service training goal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t concludes
that the pre-service training mode of art teachers in various countries is flexible,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pays attention to the structure, and the content setting reflects the diversity of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
Reflecting on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rriculum design in China,
drawing on the excellent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rientation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curriculum reform of art (teacher education) oriented to subject core literacy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Keywords: developed countries; art teacher’s pre-service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curricu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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