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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能力是指人感受、鉴赏、评价

和创造美的能力。在当前的初中美术

教育中，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是薄弱

环节。笔者立足初级中学美术教学

课堂，通过合理构建审美教学环节，

从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入手，让学生

感受到美术的力量；带领学生观摩、

鉴赏具体作品，引发学生对美术知识

重点分析和阐释，让学生看到了美带

来的冲击力，有效提升了学生审美能

力。

一、营造学生审美空间
首先，学校要关注美术这一重要

学科，激励教师不断优化教学模式，引

发师生对美术知识学习的深度思考和

研究。其次，教师要尽可能让学生获

得一个属于自己的美术学习成长空间

和模式，营造能释放学生多项能力的

课堂——让美术课堂充满亮丽的色

彩，让学生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在这

一空间得以提高。最后，在审美空间

得以释放的背景下，学生在美术学习

和创作中拥有了自我发展的机会，增

强自信心的同时，逐渐养成独特艺术

气质。

二、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策略
通过长期实践，我对提升学生审

美素养的举措和模式有如下认识：

（一）讲解要点，加强学生审美意

识。

美术知识拥有一定抽象性。美术

教学之中，对美术知识重点讲解，会让

学生的审美核心能力得以提高。课堂

中，教师要关注教学要点，让美术教学

内容全方位地展现出来。带领学生认

真分析美术知识内涵，让学生发挥美

的想象，关注美的具体概念。让他们

获得美术学习的深度认知，为审美能

力提升打好基础。

比如，在《明与暗》教学过程中，教

学目标是通过观察、分析和比较的形

式，让学生对物体的明暗发现方法有

所掌握。然后，通过明暗的形式对物

体立体感觉进行分析，由此让学生明

确物体在光照射在明暗变化的原理和

规律。教师要对美术知识的要点进行

着重讲解，通过美术兴趣小组学生的

素描作品展现，让学生观察作品的特

点。然后，教师让学生观察白纸在写生

灯下的状态，并让学生卷起来观察光照

的变化。学生跟随教师每一步讲解，也

认识到了光照从明到暗逐渐过渡变化

的过程。教师把握美术教学细节，让学

生进行审美分析，这是进一步提升美术

学习素养和审美能力的重要一步。

（二）结合生活，提高学生审美意

识。

美术源于生活，生活中所蕴含的

美术知识不容忽视。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不能把课堂停留在单纯的理论知

识讲解上，让学生对美术学习产生浓

厚的兴趣，加强创作和审美活动是重

要手段。教师可以将教材内容和生活

实际相比，并开展相应的教学活动。

通过生活化内容，提升学生的审美意

识和素养。

“我们做乐器”是一节美术教学内

容，教师带领学生找寻生活中的素材，

制作乐器。学生将废弃的物品或者是

可回收的垃圾制作出乐器，发挥出无

限的创造力。“风景写生”教学环节，教

师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大自然、走

进美丽的风景。“风景写生”为学生提

供了一个轻松、自由的学习课堂和创

作机会，学生对艺术的认识也会更加

强烈。以后，当他们看到美丽的花朵、

壮观的河山，都会情不自禁地进行绘

画创作。

（三）观摩作品，强化学生审美意

识。

为了激活学生的审美能力，教师

要给学生提供良好的作品观摩机会。

欣赏名家画作，带领学生走进作者创

作的精神境界，让学生在作品分析中

渐渐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

在欣赏画作《美丽的花园》中，作

者把花朵整齐排在同一条线上，并突

出采摘花的手。通过简单的手笔，加

上圆形和直线的结合，让人们在欣赏

画作的过程中，也会领略到其中独特

的韵味。所以，教师通过带领学生认

真观察和分析作画内容，引发学生对

美术作品的深度思考和鉴赏，这会进

一步强化学生的审美意识，提高学生

的美术学习水平。

立足具体的美术作品，让学生美

术学习内涵得以升华。教师在释放教

学魅力的过程中，也让学生拥有美术

学习的重要机会，生成优质美术教学

内容，让学生审美能力得以提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

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

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

文化自信是在文化认同基础上，把继

承传统优秀文化和弘扬时代精神结

合起来而产生的对自己文化生命力

所持有的坚定信心。民间音乐是民

族文化的载体，为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我们组织了泸州市中小学音乐教

师民间音乐二度创作活动。通过活

动，有效地增强了中小学师生的文化

自信。

一、深化对民间音乐产生背景的
理解，增强文化认同意识

民间音乐作为记录人类历史的

“活化石”，既记载了人类不同群体发

展的历史，也是不同区域民众风土人

情的展示。民间音乐是一定区域内

的民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起

来的精神文化，既满足人们的精神文

化需求，又反映人们的内心世界和价

值追求。中小学音乐教师在民间音

乐的再创作过程中，必然会接触民间

音乐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特质，从

而深化生活理解力，增强文化认同

感。

民间音乐植根于乡土。但是，与

一般的现代青年一样，音乐教师往往

在求学时代离开家乡，接受的是西方

音乐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对民间音

乐的理解停留于肤浅的表层，特别是

对产生民间音乐的民俗文化传统十

分隔膜。二度创作有利于教师深入

生活，理解产生民间音乐的乡土文

化，从而进一步提高热爱家乡、热爱

生活的情感。例如，一名教师通过采

风了解了民间小调《一个麻雀》，她仔

细询问传唱人，弄清了《一个麻雀》的

产生和流传脉络，明确了歌曲产生于

保护庄稼粮食的过程中。在二度创

作时，她把对家乡山清水秀、淳朴自

然的美丽风光的自豪和对偷食粮食

的麻雀既恨又爱的情感交织在一起，

体现出一种风趣幽默的风格。

二、深化对民间音乐特点的理
解，增强文化传承意识

民间音乐作为集体口耳相传的

音乐作品，大量地以非文本形式存

在，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处于不断完

善创作状态，具有永久的未完成性，

不同时期的民间音乐带着时代和地

域的特点，是一定地域文化的积淀。

中国民间音乐特别是民歌，具有

创作的口头性和即兴性、乡土性和地

域性、流传的变异性等特点。口头性

的传承便于表演者即兴创作，便于思

想感情的表达，使大量的优秀歌手和

艺人有机会在传承下来的民间音乐

中发挥自己的智慧，并对传统音乐进

行加工和改编，有利于传统艺术的风

格、神韵和细微的感情体验及艺术表

现的传播和继承。乡土性的相关特

性塑造了不同民族或人群的不同性

格特征，催生出了风采多姿的风俗习

惯，孕育出了各具特色的民间艺术样

式和审美追求，使民间歌曲的风格特

点带有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对民歌风

格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

小学音乐教师深入民间收集民间音

乐，对民间音乐的特点有了进一步深

入的理解。

民间音乐未完成性的特点，给予

创作者发挥的极大空间，但是它也会

在口传心授中失传。乡土性的特征

使我国各地优秀民歌作品的地方风

格特别浓郁，旋律歌腔与用方言作成

的歌词的语言声调相结合。但明显

的乡土和地域性特征，使其在传唱范

围上受到一定限制，方言在突出民间

音乐艺术效果的同时，也产生民间音

乐特别是民歌较为封闭、传播面较狭

窄的问题。又由于民间音乐一般都

有一定的单调性，简单重复，难以引

起受众的重视。因此，如果不进行有

意识的记录和传承，很多民间音乐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

中小学音乐教师通过深入民间

搜集民间音乐，普遍感受到民间音乐

惊人的流失速度，例如民歌《一个麻

雀》目前“只有 50年代时期的少数老

前辈会唱，我们后代的年轻人几乎没

有人会唱，至今濒于灭绝。”音乐教师

们感受到“生存环境及发展空间的改

变，无时无刻地考验着传统地方民间

音乐文化，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遭

遇到巨大的挑战”，认识到地方民间

音乐文化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热

爱自己家乡的民间音乐，理解民间音

乐并主观上愿意为传承和发展地方

民间音乐作贡献的人，理解民间音乐

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等，进一步增

强对民间音乐的认同、接纳和归属

感，从而进一步提高了音乐教师应该

担负起传承和发扬民间音乐文化重

任的文化自觉意识。

三、深化对民间音乐创编原则的
理解，增强文化创新意识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搜集民间歌

谣并进行二度创作的传统。我国最

早的音乐机构是汉代的“乐府”，它的

主要任务是搜集民间音乐创作和填

写歌词、创作和改变曲调、编配乐器，

进行演唱及演奏等。经过二度创作

的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

来。

在二度创作过程中，音乐教师们

真切地感受到民间音乐所面临的艰

难处境。一方面，在现代社会，民间

音乐相对较为封闭、传播面较狭窄的

缺陷在通俗音乐的冲击下显得更加

突出。另一方面，民间音乐未经雕琢

的原始状态常常为人诟病，社会上对

民间音乐大多以“下里巴人”视之。

面对这种形势，对民间音乐进行“二

度创作”，为民间音乐的生命注入新

鲜的“血液”，民间音乐的传承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文化的传承是活态传承，音乐必

须植根于人们的生活才有生命力。

雷振邦先生提出民族音乐二度创作

的作品，必须得到该民族的认同接

受，同时又能超越原曲的水平。也就

是说，二度创作既要保留民间音乐原

有韵味，又要超越传统民间艺术水

平。这是民间音乐二度创作应秉持

的原则。

中小学音乐教师在树立文化传

承的自觉意识基础上，继承我国历史

上对民间音乐的“采风”传统和再创

作传统，树立文化创新意识，对民间

音乐作品进行二度创作，把生动、活

泼、充满生活气息的民间音乐作品发

扬光大，既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

社会，又在服务之中提升自己的专业

能力，在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中作出

自己应有的贡献。

成都市举行首届
安全教育教研工作会

本报讯（记者 董志文）10月15
日，由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

办，成都市金牛区教育局和金牛区

教育科学研究院共同承办的成都

市首届安全教育教研工作会举行。

据了解，成都市在市区两级教

研机构设立专兼职安全教育教研

员，负责规划、组织、指导本区域幼

儿园、普通中小学校、职业学校的

校园安全教育活动，为学生的健康

成长保驾护航。金牛区教育局从

校园安全教育活动课程建设起步，

历时多年，逐步构建起的“一主两

翼，多元一体”学校安全教育模式，

使全区各学校的安全教育面貌得

到了质的提升。

“安全教育教研机构不健全、

制度不完善、功能不到位，是很多

地方开展安全教研活动所面临的

困境。”金牛区教科院安全教育教

研员周君颖说，金牛区探索出了安

全教育“2334”教研机制的教研思

路，提升了该区的安全教育管理水

平和能力，各学校师生的安全素养

得到显著提升。

成都市各区市县教育局应急

管理科负责人，教育研培中心（教

科院、教研室）分管领导、安全教育

教研员，市直属直管学校安全负责

人共计 8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并观看了成都市沙湾路小学的孩

子们的安全教育情景剧表演《舌尖

上的安全》。

成都市开展语文
统编教材应用提升培
训

本报讯（记者 董志文）10月16
日，2020 年成都市初中语文统编

教材应用提升会举行。成都市各

区市县语文教研员和骨干教师与

省内的知名语文教育专家参加了

本次活动。培训分为课堂授课、教

师说课、评课议课、权威解读等环

节，并进行了网络直播。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靳彤作题

为《语文教学中的“阅读方法”的整

体设计》的专题报告，使参会教师

明确了统编语文教科书设计理念、

创新之处和使用方法。全国模范

教师刘勇以“谈名著阅读的教学路

径”为主题，强调语文阅读注重整

体性设计，避免碎片化阅读教学。

“通过开展系列培训，为教师

有效把握统编教材提供了一个学

习平台，使老师对统编教材的教学

目的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有助于真

正落实语文核心素养。”成都市教

科院院长助理黄祥勇说。

巴州区启动2020
年“国培计划”工作

本报讯（李春娇 吴莎）经省教

师培训项目办公室公开遴选、专家

评定、社会公示，巴中市巴州区成

功申报为 2020年国培项目区。10
月14日，巴州区召开了2020年“国

培计划”中西部和幼师项目工作启

动会。

会上，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

教科体局党组书记苟中良对 2020
年国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据

悉，巴州区 2020 年“国培计划”中

西部和幼师项目将开展四个子项

目培训：新教师入职培训、青年教

师助力培训、幼师团队研修和幼

师送教下乡项目，共遴选 325名教

师参培，各项目将在 12 月底完

成。此项工作的全面启动和组织

实施，对于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培

养骨干力量，推进该区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促进基础教育改革具有重

要意义。

重视民间音乐 增强文化自信
■ 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祝云

中小学音乐教师在树立文化传承的自觉意识基础上，继承我

国历史上对民间音乐的“采风”传统和再创作传统，树立文化创

新意识，对民间音乐作品进行二度创作，把生动、活泼、充满生

活气息的民间音乐作品发扬光大，既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社

会，又在服务之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在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

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初中美术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 苍溪县东青初级中学校 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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