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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明确新时代高校美术教育现状下,其内涵丰富传统木板年画艺术的重
要性。通过对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优化方案和解决策略,来提升新时代高校美术教育教学的质量与
传统木板年画艺术教学,进而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此次研究选用的是文献研究法,通过对相应
文献的查找,为文章的分析提供一些理论基础。通过文章的研究分析得知,高校美术的传统木板年画艺术
改革应从“美术+中国”
、
“美术+创新”
、
“美术+实践”等几方面入手,探求如何使新时代高校美术教育
传统木板年画艺术提升的奥秘。通过对当前高校美术教育中的传统木板年画艺术开展上述几点改革,
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整个美术教育界的整体水平,最终实现“以美育人”的殷切教育期盼。
[关键词] 新时代教育；高校美术；传统木板年画艺术；问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G613.6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Woodblock New Year Pictures Art into Art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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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al woodblock new year
pictures art with rich connotation under the status quo of art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By putting forward optimization solutions and solution strategies for the main existing problems, we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rt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art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woodblock new year pictures, then further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select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hrough the search of the corresponding
literature,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article.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article, we know that the reform of traditional woodblock new year pictures ar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tart from "art + China", "art + innovation"and "art + practice" to explore the mystery of "how to
improve the art of traditional woodblock new year pictures art " in college art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By
carrying out the above reforms on the traditional woodblock new year pictures art in the current art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whole art education circle can be improve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ardent education expectation of "educating people with aesthetics" can be realized.
[Key words] new era education; college art; traditional wood new year painting art;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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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影响十分深远,木版年画结合了北

想象力和创意能力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

如传统木版年画的构图、色彩、线条以

宋绘画艺术与民间特色,通过木版年画来

深远影响,使学生难能可贵的想象力和

及造型等艺术风格,这些艺术风格蕴含

弘扬趋吉纳祥的良好品德,在此基础上形

创造没有安身之所,最基本的内心世界

着中华人民的勤劳与智慧的民族精神。

成了更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朱仙镇木版年

表达与精神世界的诉求无法被承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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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包,在此基础上通过新媒体手段进行

作用。此外,在进行生活实践的过程中,

展现,当地文化建设也更为丰富起来,另

传播。新时代是一个信息技术与美术教

会遇到很多不可预料的小麻烦,教师需

外有很多过路人可对学生的壁画作品进

育互动的科技化时代,社会生活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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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风趣幽默的表现形式,高校美术

木板年画艺术丰厚起来。对于朱仙镇木

校美术教育摆脱“固”、
“板”、
“老”、
“旧”

教师可利用此特征开展多媒体线上教学,

版年画来说,其可以看作为我国古代劳

的唯一解决办法。

在课堂中在不违背传统木版年画原有艺

动人民的写照,其主要是结合人们当时

4 结论

术风格的前提下,针对木版年画中人物

的想法进行简化的绘制。当时人们对于

通过文章的分析和研究得知,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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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版年画的色彩搭配、线条的应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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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它部位的调整以及放大来突出表

所以新时代下的高校美术教育对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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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应用的表情包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

统木版年画的趣味性,更进一步突出传

对新时代下高校美术教育教学的改革和

与学生共同进行动画的绘制以及调节。

统木版年画的美,使学生更好地接受。

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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