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幼儿师范教育的美术课程，是培养幼儿师范生综合素质和能力、造就创新型幼儿

教育人才的核心课程之一，也是幼儿师范教育的必修科目。2012 年 10 月，教育部正式

颁布《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针对五大领域中的艺术领域提出了科学的教育建

议。美术教育作为艺术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地提升幼儿的审美素养。

发展幼儿的简笔画也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一门不可缺少的课程。简笔画作为幼儿

教师必备的一项技能，不仅需要熟练地掌握， 还要理解简笔画背后所隐藏的教育理念和

价值取向。简笔画不仅属于教师开展美术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开展其

他领域活动时的常用媒介，因此对幼儿园教师能否呈现出高质量的活动起着关键作用。

简笔画作为教学手段，是用粉笔直接画在黑板上的，它是一种最简便的绘画种类。

它的优势是不占用过多的教学时间，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课时教学任务，使学生处

于艺术的游戏中，更具生动性、趣味性；又因为简笔画是介于具体和抽象之间的意象

绘画，形象简练夸张，甚至比挂图更直观，可使学生一目了然，在各科教学中具有鲜

明的教学优势。

纵观现有的幼儿师范生教材种类，综合性的美术教材很多，但是针对简笔画的教

材很少，并且在关于简笔画的教材里面，给学生所提供的范图中，动植物、人物的造

型都年代久远，形象笨拙粗糙，又或者存在难度很大、过度夸张等问题，而不适于幼

师生的练习。而简笔画的专门图册又缺少了系统的教学步骤，这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很难找到一本能真正适用于幼儿师范生的教材。所以，编者在浏览了大量中外优秀

卡通造型、动漫形象之后，结合现有传统的简笔画造型，创造出了一些难易适中、形

象较为新颖的各类简笔画范图。

本书提供了大量的简笔画创编素材供师范生参考，选取了植物、动物、生活用品、

人物等六大板块的素材进行创编。

本书的插图主要针对学前教育，也可以应用在初等教育、美术教育等方向学生的

学习上。同时，也可作为幼儿园老师、小学低年级美术教师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参考

用书。

由于教学的需要，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引用并参考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同时为了使教材更贴近学生的学习实际，各单元选用了一些幼儿师范生的简笔画作品，

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间及水平有限，书中遗漏及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及读

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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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一　简笔画概述

 » 知识目标

明白简笔画是幼儿教师在各科教学中广为应用的形象化语言，是幼儿教学活

动的主要内容，简笔画是幼儿教育专业学生考编的一个重要内容。

 » 能力目标

1. 了解简笔画在幼儿教育教学中所发挥的作用。

2. 掌握简笔画的变现形式、表现内容以及简笔画的造型要素。

 » 素质目标

初步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

学习目标

简笔画是一种用概括的线条，并结合装饰和夸张的特点，以平面图形为主的线条造

型艺术形式。简笔画的作画工具最为简单，与普通书写工具相同，只要有一张纸，或一

块黑板、一块布以及能书写的任意一块平面和一支笔，就能进行简笔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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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技能

　任务一 简笔画的概念

一、简笔画的概念

简笔画是运用最简单的点、线、面等艺术语言来表现物体基本形状和主要特征的一

种绘画形式。

简笔画是从儿童画发展而来的，儿童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儿童自己画的画；一

种是成人为儿童画的画。

简笔画就是一种成人为儿童画的儿童画。但儿童所画的画通常也可称为简笔画。比

如，低龄幼儿的简笔画，其画法与书法相同，都是一笔定性，不必事先打稿。

幼儿教师在教学中用简笔画迅速而准确地画出教学所需的形象物体，可以使课堂教

学生动活泼，激发学生的兴趣，较容易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教师引导的问题上。同时，

教师运用教学简笔画可以使学生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从而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和记忆。

二、简笔画的特点

简笔画的特点是笔画简单、生动活泼，只取形似：不计细节，简而实用、简单易学。

概括地讲就是简、像、快。

简：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求简笔画的形象简洁、提炼；另一方面要求简

笔画的线条简练、流畅和富有弹性。

像：就是抓住物体的最基本特征，准确地表现出物体的特征、比例和结构。

快：简笔画作画速度要求快速，但同时还要做到形象生动。

三、简笔画的教学意义

教学简笔画是一种运用形象直观教学法进行的形象化教学，经长期实践证明，它是

公认的有效教学法。因为有研究表明：人的大脑有一定的分工，左半球负责逻辑思维，

右半球负责形象思维。

通过简笔画这一形象的方式在教学活动中的运用，可以调动人们的形象思维能力，

把大脑充分地利用起来，这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很有意义。其意义如下。

（一）简笔画有利于培养学前幼儿及小学生的想象力

“想象力是发现、发明等一切创造活动的源泉。”由于学前儿童及小学生主要是以形

象思维为主，离开了一定的直观形象的观看，思维也就常常停止或者转移。教师可以充

分发挥简笔画容易操作等方面的优点，在黑板上只画出事物的局部或大概模样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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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画，这样可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也调动了学生的想象力。

（二）简笔画有利于培养学前儿童和小学生的观察能力与记忆力

观察是认识事物的基础。记忆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保持到再认识的过程。记

忆力影响学生对认识事物的掌握程度。心理学研究表明，视觉听觉同时使用，其记忆的

保持率为 65%。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绘画的直观手段是一种发展儿童的观察

力和发展思维的力量”。由于看、听、动手同时进行，在儿童的意识里形成了一种在心理

学上被称为情绪记忆的东西。因此，图片的使用对学生认知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简笔

画能调动儿童多种感官的协调活动，从而提高儿童的记忆力。

（三）简笔画具有简单明了、形象生动、丰富课堂教学内涵的优势

简笔画是用粉笔直接画在黑板上，它是一种最简便的绘画种类，最快速的画法，它

的好处是不占用过多的教学时间，使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课时教学任务，使学生处

于艺术的游戏中，更具生动性、趣味性；又因为简笔画是介于具体和抽象之间的意象绘

画，形象简练夸张，使学生一目了然，它甚至比挂图更直观，另外，它使教学更具连续

性，在各科教学中具有鲜明的教学优势。

　任务二 简笔画的工具材料及使用方法

简笔画是一种简单的绘画表现形式，对绘画工具

和材料的要求是比较低的，凡是能画出流畅线条的画

笔都可以作为简笔绘画的用笔和涂色工具，如铅笔、

钢笔、记号笔、油画棒等，画纸的选择可根据画笔和

画法的特点来决定。在教学中，幼儿园及学校所使用

的黑板和粉笔也经常用作简笔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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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同的工具材料，会产生不同的画面效果。如签字笔画出来的线条纤细流畅；

马克笔画出来的线条较粗；粉笔和油画棒画出来的线条充满了质朴、童趣的感觉。

下面详细讲解几种常见的简笔画用笔及其表现特点。

一、彩色铅笔

（一）主要特点

（1）彩色铅笔的外形与铅笔相同，其笔芯是用彩铅做成的，绘画时握笔的方法灵活，

可选用写字的方法，也可选用素描执笔笔法。

（2）彩色铅笔由于笔头尖细，可以细腻地表现对象，还可以用橡皮修改错处或划出

白印，幼儿使用起来很方便。简笔画初学者可选用铅笔作画，其优点是便于修改，修改

时也不会影响画纸的美观程度。

（3）线条的轻重，色块的深浅，取决于用力的大小，彩色铅笔能够很好地表现色彩

的深浅变化。

（二）表现方法

（1）平涂画法：平涂画法如素描调子的方法，即沿着同一方向一笔接一笔地涂成色

块，用力要均匀。初学者要反复练习，将颜色涂均匀。

（2）渐变画法：涂色时先用力压笔重画，再逐渐抬笔轻画，这种涂色方法所产生的是

较立体的有空间感的渐变色彩效果。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物象所呈现的色彩就是一种

渐变的色彩现象。在涂色中可以采用单色渐变，也可以采用多色渐变。渐变能给画面带

来更为丰富的色彩效果，但是要注意用笔时力度的掌握要恰到好处。

（3）混合画法：混合画法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色彩重叠相加所涂出来的一种色彩效果，

它会使画面产生丰富、微妙的色彩变化，但是如果不注意色与色的合理搭配，会出现灰暗

的感觉。

总之，在绘画过程中，针对所描绘的对象，尝试着用各种各样的手法去表现，还可

以创造出更加新颖、独特的画法。

二、彩色马克笔

（一）主要特点

彩色马克笔的色彩艳丽，色度纯度较高，容易产生色彩对比强烈的效果；执笔方式

较灵活，可选用写字式；彩色马克笔的单色勾线物象明确，涂色一般采用平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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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现方法

（1）单线勾线法：这是一种常见的幼儿喜欢选用的表现方法，所表现的形象轮廓清

楚，既可选用黑色也可选用其他色彩。幼儿表现的画面多是五颜六色的，在用单色勾线

时，更应注意线条的流畅，运笔的力度。

（2）勾线平涂法：这是在单色勾线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色块表现方法，可先勾线再涂

色，最好用黑色勾线，其他色平涂在轮廓线之内，注意涂色时线条的方向要统一，用力

要均匀。

（3）勾线添色法：用黑色或较深色的画笔勾出物体的轮廓线，再用水粉色、水彩色或

彩色马克笔等不同的色彩添画在轮廓内，使画面色彩丰富，具有浓厚的装饰效果。

三、黑板简笔画的特点及表现方法

黑板简笔画是幼儿教师在教学中常用的绘画形式之一，一名教师能够运用粉笔，面对

幼儿画出他们喜爱的形象来，这对增强幼儿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促进幼儿的形

象思维发展等多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

（一）主要特点

（1）工具简便，技法单纯。

（2）表现力强，运用范围广。

（二）表现方法

（1）单线画法：用粉笔画出单线去表现形象。此画法要求形象简练、概括，运笔肯

定，主次分明，一笔是一笔。作画时，一般先画主线、大轮廓线，再画敷、副线和形体

结构线，最后是局部刻画。

（2）色块画法：在黑板上用白粉笔表现物象，画面易呈协调感，除要求造型准确，用

笔肯定外，还必须处理好色彩的明暗度对比。作画时，先用淡淡的粉笔画出大的形体结

构，再平涂大色块，处理好色彩的深浅冷暖对比关系，最后刻画局部。可用毛笔或抹布

进行画面修整，使其达到统一完美的画面效果。

（3）线、面结合画法：单线画法和色块画法在具体要求应用中，经常是结合为一体

的，一幅完整的黑板画，常常以两种方法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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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三 简笔画的造型原理及其基本元素

一、简笔画的造型原理

世界上各种类型的自然物的形状几乎都是不规则的，但为了把握物体的基本特征，

在绘画过程中，我们通常都是从整体出发，对所观察的对象进行基本形分析，并用平面

形中的各种几何形（如方形、圆形、三角形、梯形等）及各种动态的线条进行概括与表

现，这便是艺术中的造型提炼。简笔画就是运用这一形体构成的基本原理，创造出平面

化、几何化、概括简略的一切形象。

要学会使用基本形概括物象，就要学会简化物象。要简化物象就要整体把握物象的

基本形，去掉物象的一些细节，也就是基本形的提炼。

二、简笔画的基本元素

点、线、面是简笔画造型的基本元素，自然万物都可以用点、线、面来表现。下面

分别从这些基本元素的形态与特征方面进行分析。

（一）点

点是一种最小的基本形态，包括原点、方点、三角点以及不规则的形状点。点是确

定实物所在位置的基本单位。

点的基本属性是注目性，点能形成视图中心。也就是说，当画面有一个点时，人们

的视线就集中在这个点上，因为单独的点本身没有上、下、左、右的连续性，所以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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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产生视觉中心的视觉效果。

从几何学的角度而言，点只能代表位置，不能代表面积，它没有大小和形状。在平

面构成中，点是一个相对概念，在对比中存在，不但有大小还有形状，  就大小而言，越

小的点作为点的感觉越强烈。一般认为点是小的、圆的，但在平面构成中，点各式各样，

整体分为规则点和不规则点。

规则点的图形如水点、雨点、米粒、五谷等，不规则点的图形如蚂蚁、雪花、飞散的

蒲公英、河边的鹅卵石等。这些物体在排列时，一定都是非整齐的、没有规律的，并且大小

略有不一，之间的空隙也是时松时紧，三五成群。疏密排列时应该是为了刻意地模仿自然。

（二）线

1. 线的定义

在几何学中，由两个不同位置的点互相连接起

来，由“点”连续移动所产生的轨迹便是线。线不

具有宽度和厚度，它具有空间方向性，线是一切面

的边缘和面与面的交界。

造型对“线”的概念是：线与点有同样的性质，

是可见的视觉形象。因此，线不但有位置，而且有一

定的长度和宽度。我们平时画的虚线就是点的移动而

成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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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的分类

（1）直线。直线有朝纵向走的垂直线、朝横向走的水平线、方向性很强的各个角度

的倾斜线。

①不相交的线—— 平行线。

②相交的线—— 折线、包格线、集中的线。

③交叉线—— 直交格子、斜交格子等。

（2）曲线。曲线有弯曲、回转、波浪式流向等方向性。

①开放的曲线—— 弧、漩涡线、抛物线、双曲线等。

②封闭的曲线—— 圆、椭圆、心形等。

（三）面

面是点和线的扩大。点扩大可以成为面，线的宽度

增加也能成为面。面有长度、宽度，但没有厚度。

面总是以一定的形态出现。它的形态是多种多样

的，不同形态的面，在视觉上有着不同的作用和特征。

1. 面的特征

（1）直线形的面具有直线所表现的心理特征，如安

定、秩序感、直板、僵硬等。

（2）曲线形的面具有柔软、轻松、饱满的特征。

（3）偶然形的面，如水和油墨，混合墨洒产生的偶然形等，自然生动，比较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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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的种类

（1）几何形的面，表现规则、平稳，具有较为理性的视觉效果。

（2）自然形的面，会给人以更为生动的视觉效果。

（3）徒手的面，给人以随意、亲切的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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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机形的面，具有柔和、自然、抽象的形态。

（5）偶然形的面，具有自由、活泼而富有哲理性的特点。

（6）人造型的面，具有较为理性的人文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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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与考核

　 课 作堂 业

1. 点的原理应用

要求：寻找不同的绘画、设计、自然现象的摄影作品 3～5 幅，进行分析和理解。

2. 点的构成练习

（1）不同大小、疏密的混合排列，成为一种散点式的构成形式。

（2）将大小一致的点按一定的方向进行有规律的排列，给人的视觉留下一种由点的

移动而产生线化的感觉。

（3）把点以大小不同的形式，既密集、又分散的进行有目的的排列，产生点的面化

感觉。

3. 划线的练习

　

要求：用力均匀，力度从轻到中，线条排列整齐，长度尽量一致，精致线条笔直。

4．线的原理应用

要求：寻找不同的绘画、设计、自然现象的摄影作品 3～5 幅，进行分析和理解。

　 拓 作 核与 议展 考业 建

　1．线的构成练习

规格：15cm×15cm

内容：一片海浪、一片祥云、一团零散的毛线团、

心电图、声波、雷达、水管、电线、弹簧、树木的年轮等。

　2．面的原理应用

要求：寻找不同的绘画、设计、自然现象的摄影作

品 3～5 幅，进行分析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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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