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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地方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不断推出。整体来看,美术学科地方
课程资源开发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需要拓展。天水市博物馆美术资源中所蕴含的艺术审美价值、历史文化
价值以及民俗价值都非常适合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美术课程资源。天水市博物馆是甘肃省重要的地市级
博物馆,天水市博物馆内美术资源具有丰富性、多元性、历史连贯性等特点,天水市博物馆作为地区性综合
博物馆,馆藏文物丰富多元,天水地区历史文化悠久,使得文物具有历史连贯性。文物的丰富多元化,使得我
们在课程设定的时候具有宽阔的选择空间,可以选择更加适宜教学内容的实物作为讲解对象。可作为国家
美术课程教学内容的补充和天水本地初中学校校本美术课程内容、教学活动及组织的重要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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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Incorporating Art Resources of Tianshui Museum into Art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s
Yuan Liu
The Tianshui fifth middle school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theoretical summar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ocal
curriculum resources in China have been continuously launched. On the whol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rriculum
resources of fine arts disciplines needs to be expanded in depth and breadth. Art aesthetic valu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folk value in Tianshui museum art resources are very suitable as art curriculum resources in basic education stage. Tianshui
City Museum is an important prefecture-level museum in Gansu Province.The art resources in Tianshui City Museum are
characterized by richness, diversity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 As a regional comprehensive museum, Tianshui City Museum has
rich and diverse collections of cultural relics, and Tianshui has a long history and culture, which makes the cultural relics have
historical continuity.Cultural diversity makes curriculum selection wider; you can choose more appropriate teaching content as
class objects.It can be used as a supplement to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national art courses and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the content,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organization of school-based art courses in Tianshui local junior high schools.
[Key words] Tianshui Museum; Art Resources;art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s; Local Curriculum Resources
引言
我国地域广阔、历史文化悠久,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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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弘扬和发展地方美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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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不受国籍的限制。所以对于我们本

够更好地欣赏作品、感受作品。当今时代

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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