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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神州行·湖北篇

由湖北省教育厅牵
头的省校园足球工作领
导小组计划3年投入5000
万元经费， 在全省布局
700所足球特色学校。 近
日， 本报“校园足球神
州行” 采访组记者深入
湖北省多个地区的学校
采访。

今日五版

西藏持续推进招考制度改革
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

本报讯（记者 虞典墨 通讯员 吝建平） 记者从日
前召开的2015年西藏自治区考试招生会议上了解到，
2014年， 西藏完成各类考试24次， 参考164856人次。 其
中， 农牧民子女高考录取率达到71.8%， 与2013年相比提
高了近10个百分点。

2015年， 西藏将持续推进招考制度改革。 西藏将研
究制定高职、 高考分类考试方案， 实行“文化素质+职业
技能” 评价方式。 内地班小升初考试的综合科目考试内容
调整为： 品德与社会、 科学和英语； 与去年相比， 取消了
占5分的“信息技术”， “品德与社会” 由去年的25分调整
为50分，“科学”由20分增加到35分，“英语”则由50分下调
至15分，总分仍保持100分不变；藏语文、汉语文和数学仍
作为内地班小升初的考试科目，分值不变。 自治区还将调
整高考加分政策， 从2015年起取消体育、 艺术等特长生
加分项目， 同时保留“边境县所属边境乡镇农牧民子女”、
“自治区级‘先进双联户’” 等10项加分项目。

海南将建367所足球特色校
推动四级联赛常态化开展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 （记者 刘见） 记者今天从海南
省教育厅获悉， 该省将用6年时间重点扶持建设367所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 完善校园足球联赛机制， 推动四级联赛
常态化开展， 以校园足球活动为抓手， 有效促进全省学校
体育的健康快速发展。

据悉， 由海南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任组长的海南省青
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现已成立。 今年将推荐20所
中小学校和3个市县 （区） 分别参加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和试点市县遴选，推荐10名优秀体育教师（教练）
参选赴法国留学深造，组织72名行政管理人员和校长参加
校园足球管理培训班。 省教育厅将校园足球工作经费纳入
年度经费预算。 该省近期计划出台海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
工作实施方案， 力争各足球定点学校配备足球教师1名，
不断完善经费投入、 场地设施建设等各项保障机制。

教育改革发展动态 筲/

学校以教学为中心， 不重视学校食堂的设施配置、 卫生管理、 餐
饮质量管理只是表面问题， 根本原因是学校管理者的法治意识缺失，
依法治校观念淡薄。

隰 详见第二版

食品不安全的学校不是好学校

【评论】

抓住我国发展的机遇， 2015年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特别注重
“一带一路” 国家参展。 有着语言优势的港澳台高校， 也抓住机遇重
推“一带一路” 小语种专业招生。

隰 详见第十一版

2015留学，风往哪吹
【环球】

今 聚日 焦

■本报记者 刘磊 倪秀

2015年艺术专业招生考试近日接近尾声。 与往年不同的
是， 今年的艺考之路变得愈发艰难———教育部出台了对美术
考生和音乐考生的文化课分数线要求， 部分高校被取消校考
资格， 实施省级统考……

教育部艺考政策收紧旨在“改进美育教学， 提高学生审

美和人文素养”。 事实上， 艺术教育近年来确实呈现出边缘化、
极端功利化、 同质化三重现象， 也导致了学生艺术专业技能增
强， 审美素养和人文素养却趋于弱化。

为改变这三重现象， 各地教育系统在不断地尝试、 探索，
社会各界也在为艺术教育更好地发展创造环境， 或许在这些尝
试、 探索里， 在社会各界关注的目光中， 我们能逐渐找到对策
和答案， 并发现艺术教育的真谛。

艺术教育“三重门”

【问题】
目的性太强过于功利化

“艺术教育现在变得越来越功利化。 不再以
涵养性灵、 提升素养为目标， 而是以考试升级
为目的。” 谷公胜说， 家长送孩子学了某个艺术
项目， 最后一定要去考个级、 拿个证书， 以增
加将来升学择校的砝码， 而学校发展艺术教育
或组建艺术社团， 也将其作为一种展示教学成
果的橱窗， 把一些在大型比赛上获奖的学生，
作为办学业绩大肆宣扬。

旅加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加拿大多伦多音
乐学院院长叶曲凌谈到， 国内家长对儿童的艺
术教育更多是“半强迫性” 的。 “现在国内许
多世界级的音乐巨星都是在家长的强迫教育下
产生的。” 他说， 中国的音乐教育都太功利， 一
方面， 看到一个孩子有潜质， 就逼着他学； 另
一方面， 一旦学生进入初中、 高中， 就因为课
程和高考的压力放弃了， 学校的音乐、 美术等
课程也相应减少， 甚至消失了。

75岁的舞蹈艺术家陈爱莲， 对当前一些人
把艺术教育纯粹当作生意来做的现象痛心疾首。
“干什么都围绕赚钱， 根本不考虑人类艺术教育
真正的目的和功效。” 她特别提到一些民办舞蹈
学校， 收取高昂的学费， 还把学生作为“生钱”
的工具， 学生不能安心学习， 到处参加演出赚
钱， “何谈人文素养的培养呢？”

【对策】
尊重个体兴趣改变评价标准

“现在， 非常有必要呼唤回归人文的艺术教
育。” 谷公胜呼吁， 艺术教育要摒弃急功近利的
行为， 引导学生进入一种自由崇高的精神状态，
让他们真正享受到艺术教育带来的美感和快乐。

叶曲凌介绍说： “加拿大对学生的音乐教
育， 主要从个人爱好出发。 学校规定每一个学
生必须学一种乐器， 不管你拉得多难听、 吹得
多难听， 都要尝试吹拉弹唱， 但他们的目的不
是要捧出一个明星， 而是让学生找到自己的兴
趣所在。”

“艺术教育就是要让孩子快乐、自信、友爱，
而这绝不是靠提口号、一味灌输就可以做到的。 ”
中国美术学会少年儿童美术艺委会主任何韵兰
说，正因为艺术本身有动之以情、多姿多彩的特
点，所以要尊重个体差异，鼓励畅想和独立畅想，
让孩子获得从应试中得不到的收获。

“不能让市场牵着艺术的鼻子走。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指出， 艺术教育是育人的，
但现行方式培养的人容易出问题，主要是价值观
容易出问题，过度看重钱，忽视社会责任。

王廷信认为， 克服艺术教育功利化倾向还
必须改变“一刀切” 的评价标准。 “一刀切”
主要表现在学科评估上， 都是按照硬性指标对
不同艺术门类进行评价， 势必会严重遏制教师、
学生的创造力及个性的张扬、 想象力的发挥。

“艺术教育不是一个科目， 它关乎心灵， 是
人的基本素质， 专业艺术教育离不开品德熏
陶。” 郑茂平认为， 艺术教育不仅仅是技术的学
习， 而更应是对人文内涵的传递， 要使学生感
受到艺术之美、 人生之美， 从而提升自身的精
神境界。

【问题】
费用高昂导致边缘化

“艺术教育的对象是全体人群， 每个人都有
享受艺术教育、 提升审美和人文素养的权利，
而现实却是艺术教育成了面向少数人的精英教
育。” 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国艺
术教育促进会秘书长谷公胜谈到， “当前艺术
教育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能否公平， 如今城乡、
地区间的差别， 家庭和家庭间的差别很大， 使
很多孩子被排斥在艺术教育的大门之外。”

记者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现状。在城市，从小
让孩子学钢琴、拉小提琴的家庭并不鲜见。“孩子4
岁时， 我们就给她买了钢琴， 并请来老师上门辅
导。仅这一项花费，就接近10万元。”成都市龙江路
小学（南区）六年级学生吴丛杉的家长告诉记者。

而在广大农村， 一所上千人的高中都不见
得有一台钢琴， 更不用说那些偏远的乡镇小学
了。 “我们学校的音乐器材主要是竖笛和手风
琴， 很多孩子只在课本上见过钢琴的样子。” 四
川省威远县连界镇中心校音乐教师陈琳说。

“经费不足是当前艺术教育无法普及的最大
制约因素。”四川省陶研会秘书长、成都师范学院
教授刘裕权说，“就算校长有心在全体学生中普
及优质的艺术教育，但捉襟见肘的办学经费让他
无法大量购置钢琴、小提琴、古筝等昂贵的乐器，
顶多买一些口琴、萧、笛子等便宜的乐器。 ”

【对策】
师资和经费投入向农村倾斜

记者走访四川省泸州市部分中小学时发现，
课表上的“音乐”“体育”“美术”课一节都没停。

“让更多学生接受艺术教育， 最基本的做法
就是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 不随意挤占音乐、
美术等艺术课程。” 泸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涛介绍
说， 从2010年起， 泸州市就提出开齐课程、 开
足课时、 开好每一门课的“三开” 要求， 尤其
强调要保证音乐、 美术课程的课时， 让更多学
生享受艺术教育的熏陶。

而在刘裕权看来， 改变当前艺术教育只是
少数学生享受的“专利” 的现状， 仅靠某所学
校、 某个区域的教育部门的力量远远不够。 国
家必须加大对艺术教育师资、 经费和设备的投
入， 尤其要对农村及偏远山区倾斜。

“很多边远地区以及众多基础教育学校中的
艺术教育， 仍然处于十分薄弱的环节， 师资欠
缺是很重要的原因。” 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郑
茂平参加一次论坛时谈到， 高校在这方面拥有
一定优势， 可以发挥引领作用， 为其提供支撑。

他举例说， 该校与重庆一所中学建立起艺
术教育课堂教学、 课外活动和校园文化三位一
体的发展机制， 帮助中学开足开齐艺术课程、
建立艺术社团和兴趣小组、 定期举办艺术展演
活动， 全校师生的艺术教育和涵养都因此获益。

“艺术教育是全民的教育。 高校与基础教育
应该加强衔接， 经常搞一些‘送艺术下乡’、

‘高雅艺术进校园’ 等活动， 让艺术教育更好地
接地气， 也尽可能让所有学生都沐浴艺术的阳
光。” 郑茂平说。

【问题】
缺乏创造性同质化严重

“在国际上， 中国的舞蹈一直被认为是一流
的身体， 末流的创作。”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舞蹈系主任田培培认为， 当前各类学校雷同的舞
蹈教育体系导致舞蹈人才培养同质化、 出不了个
性化的舞蹈人才。

“你看小孩子跳的舞蹈和大学专业学生跳的
舞蹈， 组合、 套路一模一样， 就是炫技， 没有创
造力和想象力。” 陈爱莲认为， 炫技式艺术教育
生产的艺术人员和作品往往无病呻吟， 成为无灵
魂的躯壳。

何韵兰认为， 艺术教育被边缘化的现实导
致我国很难产生大量有创造性的艺术作品。

“很多人， 包括专业人士， 把艺术仅仅看成是唱
歌、 跳舞、 画画等技能或者娱乐。 而事实上，
艺术是人类最美丽的精神财富， 是人类最后的
精神家园， 可如今却往往沦为物质、 利益的奴
隶。”

此外， 成都市华西小学校长魏虹提出， 学校
从事艺术教育的教师专业素养不高， “我们学校
虽然配足了艺术教育教师， 但真正学艺术专业的
不多”。

城市学校如此， 农村中小学的情况更不乐
观。 威远县书法协会会长田源介绍说， 农村音
乐、 美术教师普遍匮乏， 大多是其他学科教师
转岗过来的， “能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的乐理知
识就不错了， 不要指望有什么创造性的教育”。

【对策】
提高教师素养尝试多种教学模式

采访中， 不少艺术家、 艺术教师提到， 挖掘
并保护学生的艺术创造力， 教师的理念和教学模
式非常重要。

“以前我学画， 老师比学生还多， 他们跟我
们一起在画室画画， 一起去郊外采风写生， 师生
关系很亲密。 但扩招后， 这样的美好时光一去不
复返了。” 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呼吁， 已经到了
改革艺术教育体制的时候， 应该赋予艺术院校在
招生标准、 教学模式上更多自主权， “艺术最可
贵的就是它的独特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异想天
开’， 我们应该允许尝试类似师徒相授等多种艺
术教育方式”。

成都市实验小学音乐教师郑琳子谈到， 她在
大学读书时， 更多接受的是音乐专业技能的学
习， 很少涉及教育的方法论。 “这对基础教育来
说非常重要， 如何让这么多孩子都喜欢你的课，
并关注到每个孩子的艺术特长和天赋， 非常考验
教师的组织教学能力。”

她同时认为， 学校和教育部门不能仅仅用教
学任务和教学大纲来要求艺术教师的教学， 要让
教师在课堂上敢于留出时间， 允许学生自由发
挥， 碰撞出更多的艺术火花。

刘裕权建议， 教音乐、 美术等课程的教师
不能局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里， 只关注
自己的专业技能， 还应该多看文学、 艺术方面
的经典著作。 “只有教艺术的教师自己人文素
养整体提高了， 才能培养出有创造力的优秀艺
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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