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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下午茶

科研动态

因材施教，促进教育多样化

■谈松华

大众化教育的兴起， 通常被认
为是由工业化引领的现代化进程所
推动的结果。 20世纪的学校教育
主要让年轻人为工业社会作准备，
使他们适应工业社会中科层制组织
的准时、 预先设计好的高度专业化
工作， 而工业化社会是以大规模生
产、 大规模消费、 泰勒主义的片断
化工作流水线作业为特征的。 21
世纪社会正在进入后工业时代， 一

种新的工业制度正在产生， 这种制
度主要以基于信息的新技术应用、
灵活的专业化生产、 以人为中心的
扁平型组织、 工人的责任与技能多
样化为标志。 在此背景下， 学校教
育将继续培养有序高效的工作习
惯， 培养出具有较高技能水平和较
高创造、 创新能力的知识型工人，
同时增加灵活性， 为每个学生提供
选择的机会， 以及以新的方式进行
各种不同学习的机会。 发达国家教
育改革的趋势是， 为所有人提供适
合个人教育的公平机会， 使每一个
人都有可能成为“知识型劳动者”，
并建立更能满足学生个性化要求和
兴趣发展的教育教学制度和机制。

我国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 工
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
化同步发展， 现代化进程具有第一
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叠加的特
征，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是多样化
的， 包括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
者、 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
批拔尖创新人才。 从人的个性发展
角度看， 人才的层次、 类型也是多
样的。 生理学和心理学告诉我们，

人的禀赋与潜能是不同的。 哈佛大
学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
多元智能理论指出， 每个人的智
能结构是不同的， 教育要遵循儿
童身心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
注重因材施教， 使学生的个性特
长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所以， 满
足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必然是多
样化的。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更新人才培养观念， 树立多样化
人才观念， 尊重个人选择， 鼓励
个性发展， 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同时， 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
育才是最公平的教育， 让具有各种
不同才能的人才脱颖而出， 是满足
转型期社会教育需求分化的必由之
路， 也是解决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
矛盾统一的良治之策。

奉行个性化教育， 关键是推动
教育多样化发展， 满足学生不同需
要和期待， 形成人才辈出、 拔尖创
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 个性化教
育既可以通过学校教育中设定个性
化的目标或教学路径来实现， 也可
以通过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系

统中灵活的学习路径来实现。 教育
多样化包括学校类型、 办学层次、
办学形式、 办学主体和服务面向的
多样化， 以及人才培养规格与培养
模式的多样化。 当前我国培养为工
业社会服务人才的同质化教育体
系， 通过知识灌输、 死记硬背和追
求确定性等做法， 已经无法培养出
能适应未来社会的建设者。 必须打
破单一的学术标准、 单一的学历通
道、 单一的评价方法、 单一的学校
类型等体制和模式， 建立多通道的
教育体系， 多类型的学校系列， 多
尺度的评价方法， 多样化的人才培
养模式。

实现教育多样化发展， 当前要
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
才培养目标， 包括课程设置、 教
学内容等方面要有更多的弹性，
考虑不同教育类型、 层次、 形式、
区域的差异性需求。 就同一个专
业而言， 不同的学校要能够培养
不同层次、 不同特色的人才。 这
就要让学校有更多的自主权， 来
考虑学校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
办学特色。 二是探索多种培养方

式， 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体
系和模式。 推进分层教学、 走班制、
导师制、 学分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
革， 建立学习困难学生的帮助机制，
对优异学生在跳级、 转学、 转换专
业以及选修更高学段课程等方面给
予支持和指导。 三是教育评价方式
多样化。 长期以来， 我国教育评价方
式太过单一， 以考试代替教育评价，
分数和升学率成为评价学生、 教师和
学校的唯一标准， 这是我国科学教育
评价机制缺失的重要表现。 构建科
学、 公平的现代教育考试与评价体
系， 要尊重人的智能、 个性差异， 对
学生进行全面评价， 关注学生的成长
发展； 从单一考试向多元评价发展，
完善多元化评价和多样化选拔机制，
拓宽学生和学校自主选择的空间。
四是学校办学体制多样化。 目前已
有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等多种办
学体制。 公办教育作为政府生产并
提供的公共教育产品,立足于满足公
众基本教育需求。 同时， 要立足于
满足公众多元教育需求,� 鼓励社会
力量兴办教育， 发展民办教育， 促进
学校竞争， 激发办学活力。

教育前沿

热点透视·中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性思维（三）

调动“通感”去创造
———公共艺术教育培养创新思维的使命

■周源

子期与伯牙的故事， 我们不知
听了多少遍：《吕氏春秋·本味》记
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
而志在太山， 钟子期曰：“善哉乎鼓
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
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
汤汤乎若流水。 ”子期以声类形，听
觉通于视觉，伯牙引以为知音。

音乐史学家安勃罗斯还说过，
音乐是心灵状态下最伟大的绘画。

以上的故事和观点， 与高校的
公共音乐教育有什么关系呢？

音乐怎样影响创新人才培养

随着社会进步与教育的不断发
展， 固有的单学科教育模式难以培
养出适应新的要求以及经济全球化
挑战的创新型人才。 充分发挥学校
丰富的教育资源优势， 合理调整安
排课程教学体系， 广泛实行交叉学
科培养， 有助于真正实现大学教育
的目的， 培养视野开阔， 思维敏
捷， 具备创新实践能力的人才。

那么， 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
音乐有什么特殊作用呢？

音乐是丰富想象力的产物， 是
最自由的艺术， 它为人们提供的创
造空间最为广阔。 音乐的内涵还具
有某种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朦胧
感， 可使人产生联想的多端性与思
考的辐射性。 《世界振兴音乐教育
宣言》 关于音乐教育的概念作了如
下表述： 音乐教育包括“音乐方面
的教育” 和“通过音乐进行教育”
两个方面的含义。 公共音乐教育主
要是“通过音乐进行教育”，面向全
体大学生， 旨在提高学生艺术审美
修养。 公共音乐教育是实施素质教
育的一种途径， 是一门极富人文色
彩的学科， 直接目标是培养普通高
校学生审美欣赏、审美表现、审美创
造、审美感受等各种能力的教育。

很多杰出的人士都与音乐有着
不解之缘， 物理学家玻尔兹曼弹得
一手好钢琴，爱因斯坦是小提琴家，
数学家克罗尼卡、 量子力学奠基人
普朗克、 我国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
顾毓琇等也都体现出音乐才能。

这些名家、 大师的科学成就与
音乐相随，当然不是巧合。音乐不仅
能够舒缓人精神上的疲劳， 而且许

多理念与各个学科的宏观领域把握
有相通之处，能从感知上进行串联，
启迪人们进行专业研究和探索。 作
为思维的激发体和载体， 音乐对于
拓展大学生的创造力具有特殊的效
果， 音乐将自身的语言形象融合在
旋律、节奏、调式和调性里，对听众
想象力的启发乃至整个心灵的涤
荡，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有些知识并不能直接导出创
新， 但是创新却一定需要知识上的
大量积累和学科上的广泛涉猎。 传
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人才之所以缺
乏创新精神， 部分原因是受到单一
学科思维的禁锢。 公共音乐教育作
为一种通识学科教育， 完全可以打
破这种思想禁锢。 作为高级的精神
活动， 音乐教育培育和健全着人们
的审美心理结构， 使人具备了敏锐
的感召力、 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的
创造力。 音乐与其他学科交叉， 相
互渗透， 使人博览众长， 突破学科
思维的束缚， 点亮新思维。

音乐与哪些艺术有通感

音乐是艺术门类的一脉， 是伴
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 是人类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当语
言还没有产生时， 人们就已经利用
声音的高低、 强弱来表达自己的意
愿和情感。

音乐与绘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形态，一般而言，音乐诉诸人的听觉，
绘画诉诸人的视觉，但两者之间存在

“通感”。通感就是把不同感官的感觉
沟通起来，借联想引起感觉转移，“以
感觉写感觉”,又称“移觉”。音乐与绘
画之间的通感主要表现为： 听声类
形，以耳为目，耳中见色，眼里闻声，
画形无象，造响无声。 西方绘画接近
于雕刻和建筑，中国画则趋向于诗歌
和音乐，与音乐的通感关系表现得更
为鲜明、突出。在艺术审美活动中，音
乐的音响和绘画的造型可以相感相
通，形成通感，其特点可用曹植在《七
启》中的话来概括，就是：“画形于无
象，造响于无声。 ”人们听到了音乐，
引发想象、联想，便产生知音会意、随
意现形的通感心理活动。

音乐不能直接描写引起人们喜
怒哀乐情绪的事物， 却以音响结构
与有形事物的律动， 形成异质同
构、 同感对应的关系， 这是音乐与

绘画通感的重要关节点。 听之于
耳， 会之于心， 人们可以展开丰富
的想象、 联想， 进行积极、 主动的
再创造。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
和艺术经验把听觉意象转换为视觉
形象 ， 见之于不见 ， 从乐曲中
“听” 出画境来。

无论在哪一种语言中,文学总
是和音乐有着天然的血缘。 诗和歌
如同血与肉的关系，二位一体，几乎
无法分割。音乐与诗歌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诗歌语言是一种音乐化语言，
诗歌不能等同于韵语。 诗歌的音乐
形式分为内外两方面， 既有其外部
声音特征， 也有其内在规定， 节
奏、 韵律仅是其本质的外在显现。
从外部特征来说， 诗歌具有语句的
抑扬顿挫、 独特的诗歌节奏、 押
韵、 对仗等特点， 这是诗歌音乐本
质的外在现象。 诗歌的内部旋律在
于诗歌所呈现出来的音乐性场景，
在读到诗歌时内心受到或悲或喜的
情感触动，脑海中浮现出景象。正所
谓孔颍达《毛诗正义》所说，“诗是乐
之心， 乐为诗之声， 故诗乐同其功
也”。 宇宙无声的节律是音乐的根
本。音乐形式最本质的意义，就是对
生命本体与整体的观照。 正是这种
整体观照使得现在、 过去、 未来共
在，由此抵达诗歌的内在旋律。

音乐与哲学， 作为人类反映客
观世界的两大成果，两者之间存在许
多相似之处。 哲学是认识的抽象，音
乐是感受的抽象。 在哲学的金字塔
中， 可以追踪人类理智的行进足迹；
在音乐的殿堂中，蕴含了人类自诞生

之日而起的喜怒哀乐。哲学充满了矛
盾，音乐也必须在和弦的建立和解决
之间进行。 哲学在探究绝对真理，音
乐在寻求完美。一个好的哲学体系和
一部好的音乐作品一样， 都是美的。
哲学与音乐的发展都是通向美的，它
们的终极目的也必定是美。

公共音乐教育是一门极富人文
色彩的学科，公共音乐教育应该在单
一的知识教育之外，探寻学科间互相
交叉的多元化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公
共音乐教育中收获自己的人文体验。

怎样利用通感训练创新思维

音乐是人们身边的学科， 广泛
地渗透在社会生活之中。 将公共音
乐与其他的学科进行交叉， 首先要
找到二者之间的连接点， 这是最为
重要的环节， 也是培养大学生创新
精神的第一步。

寻求这个结合点的过程， 往往
能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 以经济学
与音乐为例： 普遍的思维模式是将
单纯的经济学基础与音乐本体在表
象上相结合、 相联系， 其中探索的
路径很狭窄， 甚至有些牵强。 如果
透过现象去认识音乐背后的社会思
潮以及经济现实背后的理论支持，
它们之间更深一层次的联系就显现
出来了。“古典主义”是西方音乐发
展的一个高峰,随着喜歌剧的发展、
意大利的歌剧改革以及多种器乐演
奏形式的兴起……伴随这些现象发
展与成熟的, 是整个西方工业科技
领域不断兴起的创新发明和经济文
化发展。 紧随其后的“浪漫主义音
乐”，无论是在乐曲的内容、体裁还

是创作方面， 都体现着经济现实以及
经济思想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
背景之下， 塑造了浪漫主义崇尚自由
的风格以及抒发内心情感的音乐经
典。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以及变革，支持
着音乐艺术步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在学科交叉的教学过程， 将交叉
点的选择权交给学生， 以学生自身作
为主体直接参与切入点的探索， 是对
大学生创新思维的一种有效引导。

在选择了交叉学科的联系点之
后，就应该对学科进行深入的了解。 学
生经过了本专业知识的学习，对专业知
识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这里要讲的是对
于音乐知识的掌握。音乐知识大致包括
三种， 一是理论性较强的基础乐理知
识；二是历史上音乐名家及音乐名作的
常识；三是音乐艺术的鉴赏知识。 在交
叉学科的教育教学中，学生要广泛地接
触许多陌生的音乐知识，涉猎内容远远
超过课堂教育额的知识容量，需要在日
常生活中不断积累。这是一种出于自身
需要的、潜移默化的学习过程，对于提
升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大有帮助。

大学生在不同学科、 不同专业的
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几乎每个人认识问题的方
式、思考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
都存在差别。公共音乐教育与多学科间
的交叉联系，为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沟
通搭建了平台。不同专业的学生集合在
一起，将会在“头脑风暴”中碰撞出无数
的新点子、好创意，每个人在这样的讨
论、交流中受到启发。 各种思维方式在
撞击、融合中不断地自我修正、自我完
善，促进了整个校园学术氛围的升华。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扎根田野
培养专家型校长教师
天津市中小学“未来教育家工程”第三期学员已开题

■本报记者 杨桂青

在日常教育管理和教学中， 天津市闵侯路小学校
长王君红逐渐意识到， 幸福是一个人一生追求的终极
目标，教育应该引导个体向真、向善、向美，帮助人不断
走向幸福的事业， 而从事教育的人， 首先应该理解幸
福、向往幸福、会享受幸福、能创造幸福并传递幸福。在
2013年成为天津市中小学“未来教育家奠基工程”第
三期学员后，她在专家与导师的引领和指导下，对这个
问题的探索不断深入，最终确立了结业论文题目“小学
幸福教育的实践研究”，并于近日参加了天津市中小学
“未来教育家奠基工程” 学员结业论文开题报告。 可
巧， 天津教科院院长张武升研究员亲自“坐镇”， 担
任指导教师。 张武升已提前对王君红的开题报告进行
了认真研读， 针对报告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后期论文的
写作提出了非常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如对研究问题
和核心概念的界定要清晰， 对幸福学校建设的措施和
策略等要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可借鉴性， 等等。

与王君红一起参加开题会的100多名学员，均为第
三期学员。 学员多为学校各级管理人员及优秀教师，开
题题目涉及学校文化建设、教学模式研究、学科教学策
略探索等，几乎涵盖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均为立足学
员自身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聚焦精准、针对性强。

天津市中小学“未来教育家奠基工程”于2008年底启
动，旨在培育一批能适应教育变革、走在教育发展前列、
能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专家型教师和校长。 该项工程
学制三年，培养过程分为研修学习阶段、深度培养阶段和
典型提高阶段，迄今共计培养了三期学员共291人。

天津市第21中学高中语文教师王威说，研修学习阶
段的理论帮助她丰富了教育研究视野。 在教学中她发
现，一方面，学生作文内容贫乏、空话连篇，而在“微信”、
“QQ个人空间”里却热情灵动、天马行空。 针对这一现
象，她在实践中尝试“个性化写作”教学模式，激发学生
主动观察生活、感悟生活，书写真性情，从“八股”写作中
走出来。 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下，她把自己的实践进行初
步理性总结，并作为论文题目，得到开题组专家的肯定。
在深度培养阶段，部分学员们走进全国知名学校进行挂
职锻炼，天津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唐坤去了上海
一所著名中学挂职，虽然时间不长，但这所学校先进的
办学理念、教师的勤于科研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激发
她带动更多的教师去磨砺教学思想，改进教学方法。

据悉，天津市中小学“未来教育家奠基工程”已初
步探索出了一套具有天津特色的优秀教师、 校长培养
模式，培养出了一批专家型校长和教师。

守护文化
需要全民总动员
■殷涛

近来人们越来越关注传统文化， 各地“文化进校
园” 活动各有特色。 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之功不可抹
杀，但其中的一些现象，不能不让人深思。

为了弘扬传统礼仪，这样的现象并不鲜见：主持人一声
令下，全体戴帽子，一片黑压压的脑袋；给妈妈洗脚，满场白
花花的脚丫子。 场面宏大矣，孩子热泪盈眶、家长唏嘘感叹，
但指望一次“行为艺术”就把这帮小人精“收了”？急火猛攻的
结果往往是：不是夹生就是柴了，甚或糊了。

无意贬低主办者的诚意和良苦用心，只是觉得，文化
进校园不是接种疫苗，一次注射、终身免疫。文化，功夫在
“化”，需要文火慢炖，日拱一卒，直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基因渗透到每一个子孙的血液里。对于新新人类，当
务之急是让优秀传统文化增强附着力， 让他们像扑到肯
德基、网络动漫上一样心向往之。 防止表演一套、考试一
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教学上多考虑生活情境的再现、
真实道德困境中的抉择，多思辨体验，少灌输默背。 小学
生活泼好动，可以从文明礼仪、孝亲敬长、待人接物做起，
打下优雅儒风的底子；中学生渐趋持成稳重，开始理性思
维，可以重点强化修身处世、成己达人、敬业乐群等方面，
与公民教育并举。有些传统文化就像某些中草药，毒副作
用不可小瞧，需要去芜存菁。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在
于重建现代人的精神信仰，而不是标签化和形式化。一哄
而上的国学班、女德班，不仅摧残孩子，也糟蹋了文化。

知识不等于文化，文凭也不等于文化，狂揽65张证书也
证明不了文化。文化是什么？龙应台说：“它是随便一个人迎
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
电梯门打开，他是谦逊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推人？ 一个盲人
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 ”教养就是
让人舒服，文化也是让人舒服。 文化是一个场，是一种空气，
无处不在地流动，浸润着每一个人。 而一旦戾气弥漫，像雾
霾一样传染开来，谁也不能幸免，最终沦为彼此的地狱。

所以，对于文化的守护需要全民总动员。首先是国家层
面的顶层设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双管齐下，铲除腐败土
壤，维护公平正义。 如果制定规则者破坏规则，赢者通吃，权
利自肥，就会导致一帮人削尖脑袋钻营；如果同工不同酬，养
老金双轨，资源分配不均，就会导致985大学“通吃”，家长越
发焦虑，学生负担更重；如果正义不存，诚信缺失，就会导致
人人自危、英雄流血又流泪；如果缺乏对规则的敬畏，各种假
冒伪劣、以邻为壑、以暴制暴、人肉搜索就会大行其道。如此，
再好的文化传统也成了无根的飘蓬，成了风中飘扬的苍白标
语，成了节目现场高潮时喷射的满地礼花。

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之地，学校更需反躬自省：孩子
睡得好吗？饭菜里有多少瘦肉精、激素和超标农药？进行知
识和解题技巧的填鸭，这是“春风风人，春雨雨人”吗？君子
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校长首先要有“其身正，不令而行”的
文化操守：自己率先垂范，风气就正；自己热爱读书，书香
就浓。 最忌说着一套做着一套，对己一套对人一套———己
所不欲，偏施于人，这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背叛？

在老火靓汤的家乡广东，很多女子是煲汤高手，据说
煲汤过程其实是守侯爱的过程，从青涩到成熟，从百炼钢
到绕指柔。文化进校园亦如煲汤，等不得，也急不得。唯有
满怀爱心，科学操作，守得寂寞，才终得大功告成。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
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
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教
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谈松华

美育近来越来越受到重视， 并写入党和国家重要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
“改进美育教学， 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艺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内容， 艺术怎样提高人的审美
和人文素养， 怎样促进创新？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曾专门提到他的夫人、 女高音歌唱
家蒋英： “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正因为我受到这
些艺术方面的熏陶， 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 避免机械
唯物论， 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 活一点。” 钱老晚年还说，
艺术上的修养， 让他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

钱老的话里凝聚着艺术如何调动人的各种审美感觉，
激发联想， 开展创新思维的秘密。 在此，我们以音乐为例，探
讨艺术教育与创新思维的那些“事儿”。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