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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高职院校开展古陶瓷修复课程还存在着些许问题,高职院校应该充分地将古陶瓷修复这
一课程重视起来,通过积极整合区域资源,研发校本教材,借鉴传统技艺师传徒的传承方式,提高教师整体
素质,改进修复古陶瓷实践教学方法等方式,有效地完善古陶瓷修复课程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专业水
平,使学生的实践能力也得到有效地提升,为文博相关行业培养出具有优秀专业技能的人才,推动文博行
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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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eaching Practice of Ancient Ceramic Restoration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Xi Luo
Sichu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ancient ceramic restor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full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urse of ancient ceramic
restorat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mode of ancient ceramic restoration course by actively
integrating regional resources,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school-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learn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ways of inheritance of craftsmen and apprentices,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improv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s of ancient ceramic restoration.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professional
level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Cultivate talents with excellent professional skills for
cultural and art related industries,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ar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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