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泥”有味------

提高少年宫高段学生陶艺创造能力的教学策略研究

2021 年 12 月



目 录

一 、现状扫描------透视小学生陶艺学习现状..........................................1

二、 深度思考----- 审视小学生陶艺学习现状..........................................1

1. 学生缺少创造的素材内容

2. 教师缺乏创造的方法引导

3. 教材缺失创造的内容支撑

三、 提高少年宫高段学生陶艺创造能力的教学策略.................................. 3

（一） 捕捉生活中的创作素材

1.回顾亲身经历，表现真情实感。

2.搜集地方风情，反映民风民俗。

3.展示当地特产，表达家乡可爱。

（二）启迪实践中的创造方法............................................................6

1.引导思维，展开想象。

2.观察写生，搜集材料。

3.塑造典型，形成表象。

4.巧用手法，生动再现。

（三)传承陶文化中创造精神............................................................8

1.甄选艺术的瑰宝

2.探索瑰宝的语言

3.挖掘工艺的精髓

4. 整理文化的内容

（四）借鉴陶艺家的创造个性...................................................... 10

1. 探索陶艺大师关注创作构思

2. 探究陶艺大师关注设计语言

3. 品味陶艺大师关注文化追求

4. 领会陶艺大师关注精神诉求

四、结论与思考........................................................................................ 12

参考文献 ..........................................................................................13



1

少年宫高段学生陶艺造型创造能力的教学策略研究

[摘要]：为提高少年宫高段学生长期树立学习陶艺兴趣和增强其创作信心，并且

提高其陶艺创造能力。本文针对小学高段学生玩陶现状分析，提出捕捉生活素材，

启迪创作方法、传承陶文化的创造精神，借鉴陶艺大师中的艺术个性，刺激他们

的视觉和感知，激发他们学习陶艺创造潜能，创作了很多有品味陶艺作品，激起

了学生的学陶热情。

[关键词]： 少年宫高段学生 陶艺 创造能力

一、现状扫描------透视少年宫高段学生学陶现状

玩泥巴是小学生普遍喜爱的活动，是美术教育中天造地

设的好方式，通过陶艺活动使小学生学习民间工艺，启发创

造思维，培养手脑并用的良好习惯，学生在生活中观察并把

最生动，最美的事物加以表现，从而使个人的生活品味和情

操得以升华，但是玩陶时间久了发现，他们表现的作品仅是

一些小个体，即小动物、小人物，小茶壶，小笔筒------，

解读小学陶艺教材发现很多呈现的是简单的做成某一件物

品为主，即还是停留在“做陶艺”层面，尤其到了高段，即

美术教育上所谓的“青少年转型期”阶段，五六年级学生去

围绕一个主题来创作作品，他们有的迟迟不肯动手，有的作

品还显空洞，缺乏创意，甚至很多学生不太会搜集素材进行

创作表现。

二、深度思考-----审视小学第三学段学生学陶问题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小学陶艺教学主要培养的学生



2

的动手能力、想象能力和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针对以上问

题经过调查发现以下问题。

（一）小学高段学生缺少创造的素材内容

旧时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爬树、掏鸟窝、摘水果等童

年的快乐经历令人一生难忘，但是现在的小学生我们发现因

为功课或者迫于升学等其他社会压力问题，很多属于自己的

个人娱乐时间和空间越来越少，现在的孩子受各种传媒的影

响，网络化的等学习一定程度上说是扩大了视野，拓宽了思

路，所以兴趣转移也是正常的问题，到了高段，他们更加不

愿意天马行空地思考，而是一味地喜欢模仿，这样学生创作

能力是很薄弱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虽然每天如口号一样引

导学生，但毕竟是小学生对生活的回忆和再现存在一定的难

度。

（二）教师缺乏创造的方法引导

个别教师在指导学生创作中一般先以欣赏为主线引导学生，对作

品表面的东西挖掘很多，即作品表现的内容上，停留在对图像的简单

感知，对经典作品深层次的艺术性表达缺乏实质性的挖掘与解读。有

时候虽然有一定的方法授予，但是如何引导对真正欣赏作品的艺术性

能力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包括很多老师为了保护学生的原创性，教

学生让学生自由的创作和发展，另外一方面来说就是教学无所作为。

（三）教材缺失创造的内容支撑

解读浙美版小学美术教材，到了小学六年级上才有“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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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这一课，让学生熟悉陶艺的制作过程和了解制作方法，

显然对小学生学习陶艺来说是蜻蜓点水。

小学高段的学生，他们观察能力强，抽象思维有了较快

的发展，手的精巧性也在提高，已经能简单对生活有了一定

的认知水平，个性强，个别学生接受的知识面颇多，也能积

极地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心理表述，具备一定的审美意识

和审美眼光是非常重要的。

三、提高高段学生陶艺造型能力的教学策略

现代艺术大师米罗在谈创作体会时说：创作需要一个引

发点。同样，小学生进行创作时也应有一个引发点，这个引

发点就是生活。到生活中寻找美感。让小学生认识生活，体

验生活，捕捉生活中美的素材，让小学生关注环境、关注生

活、走出课堂到生活中去。用小学生喜欢的表现形式进行创

作，表现生活，有助于儿童的美感知觉的培养，拓宽儿童创

作的思路，发展儿童的创造力，使儿童创作的作品更加生动

有趣。

（一）捕捉生活中的创作素材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美术教育遵循的原则就是向生

活学习，美术教育的功能是审美教育，其目标之一是发展学

生的创造力和培养学生的美感知觉。引导学生运用适当的形

式语言表现生活、反映生活进行创作，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

效途径。儿童陶艺作品评价的标准是看一个的儿童心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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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判断其想象力、创造力、观察力、记忆力发展的状况，

好的作品都表现了小学生对生活的感受。让他们懂的什么是

健康的、美的艺术。

1 回顾亲身经历，表现真情实感。

童年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童年的回忆更是美好的。小学生

对发生在身边的亲身经历感受很深，或惊奇，或快乐，或新鲜，

或厌恶，童年生活更显得多姿多彩，如家乡的变化，人情俗事，

在他们的记忆中，总会有几件快乐的新奇的有趣的事，让他们

去思索、去发现，于是就有了许多反映社会生活、表现孩子们

真情实感的作品。例如儿童陶艺作品图 1《集市》、图 2《茶

馆》、图 3《下棋》、图 4《看牙医》。

图 1---4都是学生通过生活观察表现的陶艺作品，很多都

是现实生活中学生亲身经历，感受很深的作品反映，图 4表

现的是小主人公牙疼看牙医的生活场面，既有童趣的生活，又

能看出小作者善于发现生活的细节。

图 3的下棋生活，走下棋时候人物的不同神情和动作，小

作者表现非常仔细和生动。

2 搜集地方风情，反映民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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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地方都有当地风俗习惯，文化特色，那些往往是最能

表现的素材，也是最能反映地方特色的内容，用学生表现手法

去塑造、用他们的眼光去反映。作品越显得生动有趣，越是俗、

土的素材内容越生动，作品越有特色。兰里地区民风淳朴、民

俗习惯很有特色。如；正月十五闹元宵；端午划龙舟、七月三

十插地烛；春节走龙灯。引导学生挖掘民俗中积极向上的素材，

进行创作，于是产生了题材很土很有特色的作品。

3 展示当地特产，表达家乡可爱

当地的特产是家乡的骄傲，给外人夸耀家乡的特产，常

常会流露出对家乡可爱的情感。让学生去表现家乡特产，

他们会饶有兴趣，更能引发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与美的感受，

激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例如灶头画、兰里的桥就是反映

兰里地区农业丰收景象的作品，表达了家乡特色风情。作

品表现了当地值得赞颂的特色农业。如陶艺作品图 11《西

湖莲藕》图 12《杭州小笼包》图 13《西湖茶文化》等。

图 12 图 13

图 13

生活是美好的，社会是多彩的。从生活中寻找美感，从

生活中搜寻素材，让创作的思路象涌泉一样，让学生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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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转变为生动视觉形象，从而实现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艾斯纳提出的艺术教育理念：“通过自我表达以及想象力发

展，促进创造力的提高”。童年孩子的生活是丰富的，但由

于每个人的知觉具有先天的差异性。儿童虽然每天都能感受

到多彩的生活，但要真正反映、表现生活，就感到茫然，无

从着手，因此教师要引导他们去如何发现生活的美，善于选

择恰当的形式表现生活。

（二）启迪创作过程中的思维引导

帕金斯说过：美感的认识是处理自己的内心世界。小学

生能够从认识生活，到美感的形成有一定的过程，是感性到

理性的升华。他们的头脑有萌生的思维，但很难向思维的深

层推进。

1 引导思维、展开想象。

如何把生活的美转化成视觉的美、心灵感受到的美，需要跨

跃一个台阶，因此设法通过各种手段设置一个思维的阶梯，让

儿童通过努力，自然地登上这个接梯，以缩短创作的作品与儿

童美感的距离，例如我让学生回忆家

乡的特产是什么？有时先与学生谈心，

了解学生最有趣的事，再设计一个个

问题引发学生对生活的各种感受，开

阔学生思路，形成思维中的具象，使

学生确立实实在在的表现对象。例如在辅导《司马光砸缸》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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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课文时，创作的构思过程是这样的：故事主人公？具体事情？

人物动作表情？（图 14）
2 观察写生，搜集材料。

学生的思路开阔了，创作的欲望被激

发了，但对事物的印象还是很模糊，此时，

我引导学生去观察生活，让学生通过自己

的眼去感受潜藏在事物背后的东西，掌握

创作所需的表象，必要时进行写生，获取创作的具体形象，积

累创作的素材。虽然那些动物不会很乖地听话给你画，但是从

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动物，画绵羊，当用线条表现毛茸茸

的绵羊时候，同学们被绵羊毛茸茸的羊毛吸引了，软软的摸上

去很舒服，他们记忆深刻，所以表现的时候注意了线条的柔软

泥塑过程中就明确了绵羊毛发的的表现方法。

3 塑造典型，形成表象。

儿童喜欢随心所欲地表现自己

所观察和喜爱的东西，所描绘的物象，

常常来自平时一般的印象和观念，有

时富有童趣，但缺乏创造，平淡无奇，

有时比较具体繁琐、不生动，缺乏典

型特性，因此，我在辅导学生创作时。引导学生的思维向深层推进，

在掌握的表象上进行加工、创造，使形象更生动、典型，使作品主题

更明确，构思更巧妙，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右图 17《人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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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4 巧用手法，生动再现。

小学生对生活的感觉是儿童对事物的感性意识，可以

反映出儿童的内心世界，用儿童掌握的手法来表现，作品

生动活泼，稚拙有趣，有时尽管造型、比例、结构、在辅

导创作过程中根据不同题材，让儿童选用不同的表现手法，

强调生动的再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体验，这样的作品

才算上品。如陶艺作品图 16《三个小乐手》、图 17《听

奶奶讲过去的事情》。

图 18 图 19

（三）传承陶文化中创造精神

欣赏内容的经典性，使学生在艺术发展的高起点上认识

艺术，通过对作品的赏析，逐步提高学生的艺术眼界，使他

们知道自己的创作哪些方面具有审美价值。

1.甄选艺术的瑰宝

不是所有瑰宝都可以给小学生学习，根据陶文化发展的脉

络进行尝试甄选。从欣赏与评述的领域来教学，如彩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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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与装饰、实用性功能→秦兵马俑（人物表情等写实性）

→汉代陶俑（汉代画像砖、说唱俑、人俑、动物俑，具有生

活气息的俑的造型动态和夸张性）→瓷器的发明（陶与瓷的

区别）→唐三彩（釉彩变化、造型特征变化）→青花瓷（釉

上彩装饰和造型）→五彩瓷(釉上彩）。对小学生了解中国古

代陶瓷文化，学习其中的造型特征和审美价值都是非常有价

值，对传统陶艺的认识，艺术素养的提升有很高的价值。

2.探索瑰宝的语言

在欣赏的基础上，试着引导学生从审美的角度来欣赏这些

祖国艺术瑰宝，从材料的特性，造型的特征，从历史的角度，

探索美的语言来提炼出古代陶工们的艺术智慧结晶的创作

方法，学会艺术表现的方法与艺术创作的传达。

3 挖掘工艺的精髓

文化引领设计欣赏的古代设计工艺如长信宫灯，盾牌、

金银器设计等，更多的工艺用品体现了让学生在广泛的文化

情境中学习是我们美术教育的要求，在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

里，如在学习台灯的设计一课里，让学生先欣赏长兴宫灯的

绝妙设计。该作品从造型上有一定的美感在，在功能上也考

虑的很多，虽然该作品离现在很遥远，但古代能工巧匠们却

已经再功能上进行思考设计，是非常值得学生学习和了解的.
4.整理文化的内容

如华夏陶的殷实、中华瓷之璀璨，彩陶、秦俑、汉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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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唐三彩、宋瓷、青花，五彩瓷等祖国悠久丰富的陶艺

资源，都是可以引导学生学习陶史的精华部分、它们所具备

的造型、艺术特征、设计功能等都是值得我们去欣赏与学习。

在玩泥巴中触摸经典，熏染祖国的陶文化，也是一种对陶艺

文化的传承 。

表一 ：陶文化单元学习内容

篇 章 陶文化 课时数

探寻足迹

感受泥性

悠悠彩陶--远古文明的吟唱 4

捏捏玩玩--古老技法的新生 4

秦砖汉瓦--建筑装饰的辉煌 4

触摸经典

创意成型

秦兵马俑--第八奇迹的震撼 4

盛唐三彩---大唐盛世的色彩 4

宋窑宋瓷---陶瓷文化的巅峰 4

植根本土

传承文化

南宋官窑---独一无二官窑瓷 4

兰里印象----三墩古镇的桥梁 4

西湖风光----常驻家乡的风光 4

（四）借鉴陶艺家的创造个性

艺术的发展在现代主义时期表现为艺术风格上的变化，现

代陶艺打破了传统陶艺实用为主的特性，转变为了注重艺术

形式和风格的创新与实验，他们更强调艺术家的个性发展，

专注与作品的媒介和材料的特性，专注与设计的元素，材料

的运用，很多现代陶艺大师的作品虽然小学生一时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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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正确地引导他们欣赏，了解多元文化下陶艺家创作的

构思来源，造型表现，也能起到积极的意义。

1.探索陶艺大师关注创作构思

现代陶艺追求艺术家对材料的把握特性，表现在对釉色

的研制、造型创新、烧成方式、装饰技法，展示方式，有的

甚至通过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从艺的经验，从某种角度探向

陶艺个性的生成，他们表现的作品与自己的心灵、情感相对

应的语言形态，寄寓一些精神价值，他们对造型设计、体块

布局，作品的空间张力，通过陶艺表现的语言很多，很多设

计师在创作作品时，都会想到一些设计的来源，创作的思考，

引导学生可以深入的学习与借鉴。

2.探究陶艺大师关注设计语言

艺术家很善于用美的法则来表现作品，选取大师作品中

的语言带给学生学习，提取出大师陶艺作

品身上强化的地方，突出减弱，增强，简

约，复杂，等词汇来描绘学生对大师作品

形式语言学习。（图 18 就是利用重复的方

式成型)

如：归纳以下的形式语言给学生，请学生对照子自己的

作品表现语言和大师的区别，明白大师作品对美的追求方法。

图 21

表 2:陶艺形式美的语言方法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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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味陶艺大师关注文化追求

陶艺教学重点应突出传承祖国悠久

陶文化的特点，陶艺大师中有很多作品

凸显文化的功能。

4.领会陶艺大师关注精神诉求

陶艺大师的精神磨练，作品凝聚着豁达向上的精神追求。

很多作品都折射出一种向上的追求，这一点是学生学习陶艺

的升华，从育人观角度讲，我们通过陶艺，陶冶的也是学生

积极向上情操。

四、结论与思考

以生活为基础，加强人文教育，加强学生的视觉观察，提高其知

觉能力，并不断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和创造能力，包括对当代多元文

化背景下，学习现代陶艺大师的作品创作方法，学生在陶艺造型创造

上表现的自如，使陶艺创作真正在玩中学。特别是学生改变了之前创

作内容的空虚，他们创造的作品都在市、区级比赛中获得较高的奖项，

当然在实践中，对各部分还可以进一步的细化，特别是能从高段学生

的心里成长与创造方面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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