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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新课改脚步的不断加快,小学也逐渐开始重视美术写意花鸟画教学课程。作为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国画的教学在学生学习的各个阶段都很重要,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教授绘
画技巧,还要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国画的魅力。所以说,小学美术教学中要想提高写意花鸟画教学质量,首
先需要做好准备工作,让学生了解绘画结构,进而感受花鸟画意境,提高绘画技巧。本文主要研究新时期
背景下小学美术写意花鸟画教学策略,希望对小学美术教学进一步提高和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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