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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美的教育*

—谈加强学校美育的问题

文 _ 陶西平

我
们今天是在一个美的世界里谈美育问

题，我们又是在我国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背景下谈学校的美育问题。党的

十八大报告有这样一段话：“文化是民族

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

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

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在这

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内涵又

有了新的拓展。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

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在这个《决定》里，强调全面建成

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

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其中

特别提到我们的文化建设就是要满足人民

的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

人民的精神力量。没有精神引领，没有人

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

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

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

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教育战线是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工程。学校美

育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承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市中小学首届校长美育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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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着重要的责任，发挥着特殊的功能。所

以，应当抓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战

略机遇期，加强学校美育，促进学校文化

建设和艺术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加强学校美育的大的

社会背景。

一、美育的基本定位及其重要功能

（一）美育是学校全面素质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

加强学校美育，首先要准确把握美育

的定位。首先要强调美育是学校的目标，

不单纯是学校教育的一项具体的工作。现

在，学校教育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

不把美育看成是贯穿在学校全部教育活动

中的教育目标，而是把它看成是艺术教

师的一项具体工作。不仅美育是这样，德

育、智育、体育也都是这样。其实，德、

智、体、美都是教育目标。但是由于管理

体制的原因，也由于对教育目标理解上的

差距，在教育实践中却往往把教育目标给肢

解了，使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几乎变成

互不相关的工作。

我是不赞同“德育三支骨干力量”的

提法的。这种提法，把德育的骨干力量限

定在班主任、政治教师、团队干部。实际

上德育最主要的渠道是课堂。“德育三支

骨干力量”的提法，将德育的骨干力量置

身于课堂之外，课堂主渠道教师却不把德

育当成首要任务。所以一讲德育问题，就

会被认为是班主任、政治教师、团队干部

的事。同样，一讲学生健康问题，就被认

为是体育教师的事，一讲美育就是音乐、

美术教师的事，这实际上是把教育目标给

切割开了。所以我想，美育也是学校教育

的目标，是所有教师的责任，应当贯穿于

所有教育活动之中。美育和德、智、体诸

育一样，首先是教育的目标，是为培养身

心全面发展的人，是所有教师的责任。

（二）美育具有多种教育功能

美育有多种教育功能，概括起来，最

主要的是如下三个方面。

1.陶冶道德情操。最早讨论教育方针

的时候，有一些同志提出是否将美育包含

在德育里边，因为美育最重要的功能是陶

冶情操。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有各种不同

的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美育的功能主

要是陶冶道德情操。因为美育是一种自由

的形态，是润物细无声地使人的心灵得以

净化，使人具有丰富而充实的精神世界，

并形成一种自觉的理性力量。德国18世纪

著名诗人、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在

他的《审美教育书简》中指出：“人必须

通过审美状态才能由单纯的感性状态达至

理性和道德的状态。审美是人达到精神解

放和完善人性的先决条件。”我国著名教

育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

也指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

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 

2.发展思维能力。很多时候，我们

比较重视逻辑思维的培养，而忽视发展形

象思维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思

维能力的发展。美育是发展形象思维能力

和想象力的重要途径。1978年度诺贝尔

奖金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索在

回答“如何才能造就好的科学家”的问题

时说过：“往往许多物理问题的解决并不

在物理范围之内，涉及多方面的学问可以

提供广阔的思路，如多看看小说，有空去

看看动物园也有好处，可以帮助提高想象

力。”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个科学家，他的

科学思维，往往也是来自其它许多方面的

启发。最近，中南大学数学科学与计算技

术学院酷爱数理逻辑的学生刘路的报告，

彻底解决了由英国数理逻辑学家西塔潘于

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个反推数学领域

关于拉姆齐二染色定理证明强度的西塔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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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猜想。他所得出的结论，得到国际数学

界的认可。当有人问他：“你中学时候的数

学成绩是不是特别好？”他回答说：“有的

时候考得很好，有的时候很差。时好时坏

的原因是自己马虎。”有人质疑，数学最

重要的是严谨。不严谨怎么能解决这样复

杂的难题呢?而他自己却认为，最重要的不

是严谨，而是直觉。“我在解决这个难题

时，忽然想到可不可以用这种方法呢，一

试，解决了。”这个例子给我们一个很重

要的启示，就是形象思维同样具有重要意

义，而美育正是发展形象思维能力和想象

力的重要途径。

3.培养创新精神。钱学森自己倡导的

“大成智慧学”强调“集大成得智慧”，

而这个“大成”中相当重要的部分就是人

的审美能力。创新型人才是具有较高审美

素质的人才，审美素质体现在人的人格、

情操、精神境界之中，是人文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创新精神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

神的高度统一。

日本著名的数学家,茶之水女子大学

教授藤原正彦在谈脑力革命的时候，认为

创新人才需要六个条件，在这六个条件当

中，他把对美的感知力放到了非常突出的

地位。他说：“天才只诞生于一种特定

的环境中。就是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在美的

事物包围中长大的。不是与生俱来的，而

是通过环境、家庭和教育培养出来的。”

这就把美育的重要性和美育在学校教育中

的地位凸显出来了。近代哲学家王国维认

为，为了培养真、善、美的人，我们需要

加强智育、德育、美育。

所以，美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和提

高学生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

而且是要美化人自身，帮助学生树立美的

理想，发展美的品格，培育美的情操，形

成美的人格。因而，美育的根本宗旨是培

育学生的人格和心灵。

二、将美育渗透于学校教育全过程

因为美育是学校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应该自觉地将其渗透

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渗透于全部的教育

活动当中。

首先，美育要渗透于学校环境。近

年来，学校对环境文化建设做了许许多多

的努力。有人说，校园环境是学校的第三

位“老师”，除了教师、课本之外，那就

是环境。好的校园环境对陶冶学生美的情

操，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有着不可估量

的作用。环境美不在奢华，而在内涵。现

在，学校的环境建设投入不小，有的是园

林式的，有的是教堂式的。但是有的墙面

上的说教太多，这大概都源于苏霍姆林斯

基“让每一面墙壁都说话”的这句话。而

苏霍姆林斯基这句话的本意是让每一面墙

都应该有一种教育的效应，而我们却把这

理解成了让每一面墙都要写上一些话。因

而就把许多的名人名言上了墙，还不够的

话，论语、唐诗也上了墙，这样一来，学

校里到处都是标语，还有的学校将“十大

校规”“五个不准”也挂在了墙上。

大家想一想，如果每一面墙都在唠

里唠叨地讲了好多话，学生天天在那里经

过，会去看吗？就是看，几天也就烦了。

所以我想，苏霍姆林斯基的这句话，是讲

环境的教育作用，重要的是要氛围的感

染。我曾经展示过剑桥大学的图片，墙上

很少有文字。你在那里一待，就会感受到

这里是一个学术的殿堂，是充满诗意的环

境。这实际上就是在说话，是在说一种没

有写成文字的话。因此，环境建设关键是

内涵，要考虑环境到底想说点什么，想表

达点什么。

其次，美育要渗透于教师形象。将

美育融入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决定性的因

素是教师。素质教育不仅对提升学生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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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且首先对提

升教师的全面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最

近，特别是“孽童事件”出来以后，社会

的种种指责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应该看

到我们的教师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

个性的尊重。我担任北京教育局局长的时

候，有一位老师发现四名同学总在那随意

说话，劝告不听。老师急了，就把这四个

学生叫到教室后面罚站，然后用胶布把他

们的嘴给封上了。当时我们严厉地处分了

这位老师。

教师对学生怀有真挚的情感，具有良

好的师德、气质、风度，其本身就是最好

的美育。教师要重视自身的素质和形象，

要增强自身的美育意识和美育能力。美育

不是教师的单向灌输活动，教师与学生各

自有着对美的不同感受，教育过程应当成

为教师与学生互相激发、互相交流的互动

过程。

再次，美育要渗透于学科教学。美

育必须以教学过程为主要途径，充分挖掘

学科所蕴含的美育因素，确立各学科的美

育要求，强调教师要根据学科的特点和规

律，努力挖掘教材本身的审美因素，做到

让美的内容陶冶学生情操、启迪学生的

智慧，教学过程成为学生美的享受，成为

科学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但实际上，许多

学校忽视在各学科教学中渗透美育和美学

原则在教学过程中的运用。比如语文课教

学，本来很多的课文都是生动的美育内

容，但常常被肢解了。一个词一个词地解

释，一句话一句话的解释，最后整体的美

没有了，变成了枯燥乏味的字、词、句。

在我们教育工作者的眼睛里，应该把

自己的教学看成是艺术，应该重视美育与

德、智、体诸育之间的有机联系，重视知

识、情感与行为的有机结合，从而在各学

科教学中实现真、善、美的统一，通过内

化使学生的素质得到全面提升。

最后，美育要渗透于课外活动。课

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是实现教育目

标的重要渠道，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

途径。要使学生在课外活动中开阔视野，

启迪智慧，获得知识，培养能力，健美体

魄，培养兴趣和发展个性特长，丰富精神

生活。除此以外，美育还要渗透于其他多

种渠道。要和家庭、社会相结合，对学生

实施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人生美等

方面的全面指导，引导学生正确、全面地

理解、展现生活方式美，青春美。要通过

各种渠道，运用各种美的因素，培养学生

成为审美主体，提高他们鉴赏美、创造美

的能力。

三、加强与改进学校艺术教育

加强与改进学校的艺术教育是当前

全面提高学生基础素质的重要环节。这里

我想谈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即委内瑞拉

“音乐救助体系”的启示。

2008年12月中旬，27岁即已蜚声全球

古典乐坛、极富传奇色彩的委内瑞拉指挥

家古斯塔沃·杜达梅尔，率领委内瑞拉西

蒙·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在北京国家

大剧院进行两场演出，引起极大轰动。由

他执棒的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的

声誉甚至盖过了欧美一流名团。而这个乐

团年仅17岁的低音大提琴手鲁兹现在已成

为柏林爱乐乐团最年轻的乐手，中提琴手

瓦奎兹连夺八项中提琴国际大赛头奖⋯⋯

这些都不令人惊奇。令人惊奇的是，这些

音乐家原来都曾是街头的不良少年，是委

内瑞拉的“音乐救助体系”使他们成长为

改写21世纪音乐史的古典乐坛天才。

这个体系从1975年开始创立，至今

已成功运作37年，创始人何塞·安东尼

奥·阿布瑞博士最开始的设想是为贫民区

的孩子提供免费的乐器和乐团合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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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远离街头的毒品和枪战，并能受到

音乐的熏陶。30多年后，只有3000万人口

的委内瑞拉，却拥有176个儿童乐团、216

个青年乐团、400多个歌舞团和合唱团。

接受乐队训练的孩子近30万，在体系内

工作的音乐教师近万人。委内瑞拉到处都

是乐队，乐队就像国旗一样成为该国的象

征。“音乐，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在这里

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正在实践中的

理想。

委内瑞拉的音乐教育创造了奇迹，这

不仅表现在它培养了很多杰出的音乐家，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30余年里，它拯救

了几十万个生活在贫困边缘的孩子。他们

中的许多人都曾流落街头，或与偷窃和毒

品为伍，是音乐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该体

系免费、无区别地为所有儿童和年轻人提

供高质量的音乐教育，大大降低了青少年

的犯罪率，巩固了家庭和社区关系。

而在我国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

在音乐教育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不少地

区的领导同志，甚至不少学校对音乐的重

大教育作用还缺乏更深刻的认识，艺术教

育的普及与提高任重道远。

另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是北京金帆艺

术团的艺术教育实践。1987年，一朵金帆

从北京扬帆起航。25年来，朵朵金帆载着

无数学子驶向成才的彼岸。金帆艺术团的

成功实践在北京教育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

笔。金帆艺术团不仅在北京市的学生艺术

教育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在全国范围

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外艺术教育界的

朋友们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个学生的

艺术团体能够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确实

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

艺术教育在陶冶情操、提高素养、

净化灵魂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

全国来看，我国学校艺术教育的整体水平

在不断提高，但是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

题，特别是要防止艺术教育的功能异化。

其一，要防止艺术教育特殊化。在一

段时间内，部分学校严重忽视艺术教育，

把艺术学科列为副科，甚至随意侵占艺术

学科的教学时间，课外艺术教育活动也得

不到应有的重视。学校只抓个别艺术社

团，艺术教育变成特殊教育。一谈到艺术

教育，就拿出一个社团来表演，而多数孩

子没有接受到应有的教育。

其二，要防止艺术教育低俗化。在

一段时间里，低俗文化在校园中蔓延。一

些内容不健康、格调不高、不利于青少年

健康成长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作品进入了校

园，甚至占领了学校艺术教育活动的主要

阵地。我们尊重多元艺术的存在，也不反

对学生接触多元的艺术形式，但必须保证

高雅文化艺术的主流地位。重视世界优秀

文化的弘扬与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艺术

教育不能简单地迎合学生的趣味，而要通

过正确引导培养学生的高雅品位，这样才

能体现素质教育的真谛。

其三，要防止艺术教育技能化。有

些学校和家长为了给学生升学时创造一些

有利条件，片面强化音乐、美术等技能训

练，这种艺术教育技能化倾向，不能够真

正发挥美育的功能。

其四，要防止艺术教育功利化。有些

学校和地区将学生作为学校和教师参与比

赛获取名利的工具，在艺术教育各种比赛

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正之风，影响整

个艺术教育的健康开展。

人们常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

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其实，教育中也不是

缺少美，而是缺少自觉地进行美育。我们

将美育的教育目标最终转化为自觉的教育

活动，就是在创造美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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