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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地图是高中美术鉴赏课教学的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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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维地图(Thinking Maps),是大卫·海涅瑞勒博士(David Hyerle),1988年开发的一种用来呈现知
识可视化和思维可视化的工具。理论性的高中美术鉴赏课,学生大部分不感兴趣,因此为了提升其教学质
量,可以将思维地图引入高中美术鉴赏课。思维地图和高中美术鉴赏课结合使用的方法,可以提高学生对
高中美术鉴赏课的兴趣和学生的理解力,同时,也提高了教师的教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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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Map Is a Good Teaching Tool for High School Art Appreciation Class
KONG Lingyuan
No1 Middle School, Shawan City, Xinjiang Province
[Abstract] Thinking Maps is developed by Dr. David Hyerle in 1988, it is a tool to display visualized
knowledge and thinking. Most students a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theoretical art appreciation course in high
school. So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it can introduce the thinking maps into the high school art
appreciation course. The method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inking map and high school art appreciation course
can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and understanding of high school art appreciation course and also enhance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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