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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术馆作为大众接收艺术文化信息的场馆,一直丰富着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公共教育可
以说是美术馆最重视的核心职能之一,随着社会教育思想不断发展和学生对更加丰富的美术教学活动
的需求,美术馆教育就恰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拉近弥合学生与美术馆的距离。本文通过对新疆美术
馆的公共教育活动分析探讨如何更好的开展美术馆公共教育活动实践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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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veloping teaching practice activities in Art Museum
--Taking Xinjiang Art Museum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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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venue for the public to receive art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the Art Museum has always enriched
the people'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Public education can be said to be one of the core functions that art
museums attach most importance to.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ducational ideas and students'
demand for richer art teaching activities, art museum education happens to provide a new platform to narrow
and bridge the distance between students and art museum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ublic education
activities of Xinjiang Art Museum,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better carry out the practice of public education
activities of A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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