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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周刊

艺术课程：创造艺术化的世界
易晓明

近日，澳大利亚悉尼科技
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系教授克
里斯汀娜·霍在 《对话》 杂志
上发表一篇题为“精英中学正
日益迎合最具优越性的学生”
的文章指出，作为向具有天赋
的学生提供教育机会的公立学
校，澳大利亚精英中学正日益
成为不公平的场所。

精 英 中 学 (Selective
Schools)，源于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州，是对成绩优异、天
资聪颖的学生 （他们通常有超
常的学习能力和非常高的课堂
表现） 进行精心培养，为他们
提供更好学习环境的公立学
校。2016 年，精英中学占据
高中毕业证书考试排行榜前
10 名学校中的 8 个“席位”。
与其他公立学校不同，精英中
学按区域划分，学生可以根据
成绩自由申请。每年，新南威
尔士州数千名小学毕业生会参
加精英中学考试，希望获得进
入顶尖中学的入场券。

这篇文章指出，今天的精
英中学正延揽澳大利亚最具社
会教育优势的学生。克里斯汀
娜列举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我的学校”（MySchool） 网
站上的数据：在新南威尔士
州，精英中学是该州最具“社
会教育优势”（socio-educa-
tionally advantaged） 的 学
校，他们甚至超过那些久负盛
名的私立学校。

结合学生家长的教育和职
业背景、学校的地理位置及
原住民学生比例等因素，“我
的学校”网站为每所学校编
制了一个“社区社会教育优势
指数”。

根 据 2015 年 统 计 结 果 ，
在悉尼的 16 所精英学校中，
50%的学校“社区社会教育优
势指数”得分为 1200 分或以
上 （澳 大 利 亚 平 均 水 平 为
1000 分）；在过去 21 年，新
南威尔士州最好的学校——詹
姆斯鲁斯农业中学得分则为

1262；相反，在悉尼 20 所表
现最好的私立学校中，只有
30%的学校“社区社会教育优
势指数”得分在 1200 分或之
上。只有一所私立学校——悉
尼文法中学超过詹姆斯鲁斯农
业中学的“社区社会教育优势
指数”，为1303分。

如果将社会教育优势最高
的 1/4 学生群体和最低的 1/4
学生群体进行对比，精英中学
的优越性则更加明显。2015
年，悉尼精英中学中平均74%
的学生来自社会教育最优越的
1/4 群体，只有 2%的学生来
自 最 低 的 1/4； 超 过 一 半
(56%)的悉尼精英中学中根本
没 有 来 自 最 低 1/4 群 体 的 学
生；另外，这一不公平现象在
过去 5 年间 （2010-2015） 扩
大趋势非常明显。2010 年的
数据显示分布较为均衡，平均
60%的精英中学学生来自“社
区社会教育优势指数”最高的
1/4 群体，同时 9%的学生来

自最低的 1/4 群体。因为，在
新南威尔士州，没有规定精英
中学从单一邮编区域招生的比
例，也没有规定这些学校必须
达到的学生多样化标准。

除了精英中学起源的新南
威尔士州，澳大利亚还有迹象
表明，其他州也正朝着新南威
尔士州的模式迈进。例如，维
多利亚州现在有 4 所精英中
学，尽管还没有达到新南威尔
士州的程度，但招生同样严重
分化。2015 年，墨尔本精英中
学中平均62%的学生来自社会
教育最优越的 1/4 群体，2010
年这一比例为 51%；只有 5%
的学生来自最低的 1/4 群体，
2010年这一比例为12%。

作者认为，作为旨在教育
具有天赋学生的公立学校，精
英 中 学 应 该 为“ 高 成 就 者 ”

（high achievers）提供就学机
会，学校不应该根据学生的家
庭背景进行筛选。但是，“我的
学校”网站上的数据却显示，精

英中学最近几年几乎没有招收
处境最不利群体的学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
象？克里斯汀娜研究发现，进
入精英中学的学生越来越依靠
课外辅导。因为，进入精英中
学正变得更具竞争性，学生的
成功入学需要依赖在“学业辅
导中心”几个月或几年的培
训。有时，类似的课程辅导从
小学低年级就开始了。

克里斯汀娜在对悉尼精英
中学学生和家庭的走访中，受
访者都表示，许多辅导中心都
提供专门针对精英中学考试的
课程。这种学业辅导，目的是
提高学生的应考技能，非常不
同于传统的、对可能在特定学
科领域存在困难的学生的辅导。

另外，文章还指出，“学
业辅导”在来自东亚和韩国的
移民人群中很受欢迎，因此，
日益被社会优越阶层占据的精
英中学，如今也正被非英语语
言背景的学生群体所占据。在

悉尼和墨尔本，2015 年，非
英语语言背景学生人数占所有
精 英 中 学 学 生 总 人 数 的
80%。在詹姆斯鲁斯农业中
学，这一数据为 97%。精英
中 学 的 这 种 人 口 统 计 特 征 ，
也是近年来澳大利亚技能移
民政策的体现。这些具备专业
技术的中产阶层移民，尽管有
时被误认为“虎爸虎妈”，但
是他们的行为却是对澳大利亚
日益强调竞争和教育分层的教
育政策的合理回应。

克里斯汀娜指出，今后进
入精英中学的大多数学生会来
自社会最优越的群体，通常来
自亚裔移民家庭，实际上没有
学生会来自处境不利家庭，但
澳大利亚政府必须意识到，精
英中学的设立是为了给有天赋
和天资的学生提供教育机会，
而不仅仅是为富裕的有天赋和
天资的学生。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科
学研究院信息中心）

澳大利亚：精英中学在迎合最具优越性的学生
唐科莉

本报讯 （徐平）“掌握多种语言是未来最重要
的技能。儿童具有学习新语言的卓越能力。芬兰有
1/4 的地区政府正在组织实验，在小学一年级或学
前教育中引入外语教学。长期目标是使芬兰每个孩
子都可以在入学第一年学习外语。”芬兰教育与文
化部长萨妮·葛朗-拉瑟宁 （Sanni Grahn-Laa-
sonen） 近日表示。

据统计，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已向基础教育供
应方提供 401.4 万欧元的特别援助，鼓励在儿童早
期教育、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开发、增加和引
进语言教学，还用于支持教育提供方创新教育教
学，在早期教育或学前教育中引入不同的语种和语
言教学方式。此外，援助还可用于寻求语言教学的
全面发展，使语言教育成为学校整体文化的一部
分，其目的是提高教师和整个学校在幼儿教育中的
能力，以便在儿童早期语言学习中提供更好的语言
教学和支持。

其中，促进早期语言教学是芬兰政府改革综合
学校项目的重要部分。同时，芬兰政府希望通过语
言多样化来扩展提供教育的语言范围，鼓励不同性
别、地区、种族、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选择和学习
不同的语言。

芬兰推进早期语言教学

环球快报
国际观察

本报讯 （胡佳佳） 日前，东南亚国家教育部长
组织终身学习区域中心建立了在线门户网站，分享
和传播关于终身学习的经验和信息。该网站是“面
向东盟终身学习议程”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是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和 11 个东南亚国
家教育部长组织成员国的合作成果。

终身学习研究所所长阿奈·卡尔森 （Arne
carlsen） 说：“虚拟的协作工具和访问信息的运
用，将作为决策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它也是政策
制定及实施的主要驱动力。”

据悉，该网站提供终身学习领域最佳的实践案
例、文章、研究、报告及统计信息，为教育决策提
供基础信息，提高政策和项目发展的质量。该网站
也可以作为讨论和相互学习的虚拟空间，研究人
员、学者、专家和从业者可以在论坛中讨论当前有
关促进东南亚终身学习的问题、理论和实践。

东南亚国家分享终身学习信息

前沿直击

澳大利亚学校的艺术教育与数字技术相结合。 资料图片

在当代，艺术素养在个体
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凸
显，艺术本身以及艺术与社会
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
化。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和需
求，学校艺术课程该如何积极
应对，已成为各国艺术教育的
关注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进
行艺术课程的改革。

定位：培育艺术素养

近年来，很多发达国家都
修订了艺术课程标准，其中对
课程目标的定位越来越多地指
向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例如
在 2014 年，美国在 1994 年标
准的基础上出台了指导中小学
艺 术 教 育 的 《艺 术 核 心 标
准》，在新标准中明确将艺术
教育的目标定位为培养学生的
艺术素养，而且将艺术素养界
定为“真正参与艺术所需要的
知识和理解，一种通过艺术特
有的象征、隐喻等形式流畅地
使用艺术语言进行创造、表
现、制作、展示、回应和连接
的能力”。

新标准特别阐明了艺术素
养提出的哲学基础以及相应的
目标指向。例如，“艺术即交
流”的哲学基础为，在如今多
媒体的社会，艺术就是媒介，
提供了独特的传递生活体验的
符号和隐喻系统，其终身目标
为，培养具有艺术素养的公
民，用多种艺术媒介、符号和
隐喻去独立地创造和表演艺
术，表达和交流思想，并能够
通过解释和阐释去回应他人；

“艺术即创造性的自我实现”
的哲学基础为，作为创作者、
表演者和观众，能发现和拓展
自己的创造能力，由此为终身
幸福提供了资源，其终身目标
为，能够至少对于一门艺术进
行创作、表演和反思；“艺术
即文化、历史和联系者”的哲
学基础为，理解艺术作品为了
解个体自身以及他人的文化和
社会提供了视角，也提供了接
近、表达和整合不同内容意义
的机会，其终身目标为，学习
和理解来自不同历史时期、文
化的艺术作品，积极探寻和欣
赏具有持久意义的多样的艺术
形式，也可探寻艺术之间的关
系，界定艺术和其他知识之间
的模式和关系等。

相比 1994 年的标准，美
国艺术课程的新标准更加突出
了艺术素养中的人文内涵，强
调具有艺术素养的人能够实现
艺术作为交流、发展创造力、
文化传承、实现幸福、促进社
会参与的重要价值。

由此可见，艺术素养概念

的提出，改变了将艺术仅作为
技术的旧有观念，将艺术作为
一种文化来传授，凸显艺术的
人文价值。艺术素养不只是掌
握基本的艺术知识和技能，而
是强调能够主动地参与艺术活
动，能够将艺术运用于个人生
活以及社会发展中的意识和能
力。它是超越艺术技能的概
念，更突出一个人由于追求艺
术怡情养性、表达交流等内在
价值而表现出的对艺术的持久
热爱和参与。

具体来说，在艺术课程中
学生艺术素养的培养应该侧重
艺术能力获得和人文精神养
成。艺术能力包含艺术的感知
和体验能力，即能够感知生活
中的各种艺术要素和法则，能
够对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内涵进
行赏析；创作与表现能力，即
能够将自己的思想情感通过相
应的艺术媒介，自主运用一定
的艺术知识和技法创造和表达
出来；反思与评价的能力，即
能够理解和阐释艺术的本质和
价值功能，积极建立艺术与个
人成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
联意义。人文精神主要指，通
过艺术学习，学生能够将艺术
作为一种重要的交流和表达情
感思想的方式，能够过一种艺
术化的生活；学生具有多元文
化的意识和文化宽容接纳的态
度；学生能够将视觉艺术积极
运用于社会生活中，通过自身
的艺术实践促进社区或社会的
变革等。艺术素养正是艺术能
力和人文精神的整合。

重点：艺术的社会功能

以往的艺术课程比较强调
艺术教育的个体价值和功能，
比如注重通过艺术教育促进学
生的审美情感、想象力、创造
力以及艺术创作能力的发展。
如今，随着艺术在社会政治、
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越来
越重要，艺术教育积极应对时
代的要求，将其应有的社会功
能体现在各国的艺术课程改革
之中。例如，伴随着审美经
济、创意经济的到来，创意能
力以及相对应的创意产业在社
会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越
来越重要，所占有的份额也越
大。因此，艺术教育在关注个
体创造力发展的同时，更加强
调培养学生将想象力、创造力
转化为创造性的表达和创意设
计的能力。

这也体现在艺术课程设计
的内容中。例如，作为世界创
意产业发达国家之一的英国，
在 2014 年出台的 《英国国家
课程框架文件》 中明确了从小

学到初中的 9 门基础课程。其
中，关于艺术的课程除了音乐
外，原先的美术课程变成了

“艺术与设计”“设计与技术”
等课程。而且“艺术与设计”
学科课程目标是，“高质量的
艺术设计反映和塑造着人类的
历史，帮助各民族进行财富积
累和创新变革，是人类创造力
最高水平的表现。”这门课程
要求学生通过知识与技能的体
验和学习，创造工艺，设计艺
术作品，教学内容涉及绘画、
雕塑、平面设计、建筑、工
艺、艺术史等多方面。

除此之外，艺术课程越来
越凸显艺术在促进社会变革中
的重要作用，强调培养学生通
过艺术活动、艺术作品参与改
变社区或社会的意识和能力。
例如，2010 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发起的世界第二届艺术教
育大会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艺
术教育如何促进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同年，全美艺术教育协
会的年会主题就是艺术教育如
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
用。由此可见，探讨艺术教育
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正在成为世
界艺术教育的重要议题。近些
年，在西方视觉文化艺术教育
的兴起和发展中，这种艺术教
育特别强调作为视觉文化的艺
术背后的政治意味，希望通过
艺术教育培养学生批判性解读
社会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参与
社会生活。

内容：多元文化艺术融合

随着视觉文化时代的到
来，艺术的概念正发生着变
化。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艺

术与生活的界限似乎越来越模
糊，既有的精致高雅艺术的概
念正逐渐被消解。一方面，先
进的技术源源不断地复制、创
造和传播着大量的图像与影
像，实现了艺术在最大范围内
的传播。原先只有在博物馆中
才能见到的经典艺术，现在通
过大众传媒可以进入到寻常百
姓家。另一方面，伴随着当代
人对美的空前热情和追求，各
种艺术、美的元素也不断体现
和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
中，艺术品与日常生活用品的
界限也在被打破。同时，大量
的基于影像的大众文化形式不
断出现，比如影视、广告、网
络、动漫等，很大程度上打破
了经典与流行的、高雅与大众
的区别，从而使得原先只包含
高雅精致艺术的艺术品范畴不
断扩大。美国学者阿瑟·丹托

（Arthur Danto） 曾描绘过
社会的文化地图，他说：“在
这个地图中有个区域是艺术世
界，其中传统精致艺术是占主
体的，在这些艺术周围有大众
传媒、流行文化，而且它们彼
此间是有界限相隔的。然而如
今这些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
有些在消失。”

各种界限的打破使得艺术
的概念不断扩大，所以当今许
多视觉艺术教育者纷纷认为应
该用“视觉文化”这个概念去
代替传统“精致艺术”的概
念，因为前者具有更大的包容
性。因此，强调艺术课程的内
容必须扩大，必须与学生生活
中的各种视觉影像、产品紧密
相联。例如，美国视觉文化艺
术教育的提出者保罗·邓肯姆

（Paul Duncum） 认为，艺
术教育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和空
间去研究学生生活中的艺术，
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精致艺术。
所以在当今艺术课堂中不仅要
有经典的艺术，也需要有来自
学生生活的视觉文化，它包含
了时尚、广告、影视、网络、
包装、设计、动漫、电游等诸
多的视觉影像、大众艺术以及
通过网络等其他形式呈现和传
递的艺术。同时，随着西方中
心主义被打破，艺术课程内容
也强调多元文化取向，吸纳不
同民族种族、社会群体的艺术
和文化，让学生在多民族艺术
的学习中，逐渐形成多元文化
意识。

形式：艺术与科技的创新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网
络技术的普及，艺术与科技的
关系越来越紧密。科技不仅为
艺术提供了新的创作技术和媒
介，而且也催生了新的艺术门
类，比如新媒体艺术。除此之
外，科技也促进了艺术门类之
间的不断综合，综合艺术层出
不穷，也成为当代艺术发展趋
势。面对这样的变化，各国的
学校艺术课程在内容和教学手
段上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比如
美 国 2014 年 《艺 术 核 心 标
准》 中的艺术门类，除了原先
的音乐、视觉艺术、舞蹈、戏
剧外，特别增加了一个更具综
合性和时代性的门类，即媒体
艺术，规定了中小学生在这个
艺术门类中所需要获得的知
识、技能和素养。

其实，在西方学校的艺术
课堂中，媒体艺术已经大量渗

入。例如，加拿大初中视觉艺
术课除 了 教 授 传 统 的 绘 画、
雕塑等形式外，有专门的电
子媒体教室，学生可以利用
照相机、摄像机等，通过电
脑软件、网络技术进行新媒
体创作。

另外，科技的进步也带
来 了 艺 术 教 学 方 式 的 变 化 ，
各种远程艺术学习、超链接
的艺术学习方式进入艺术课
堂。比如不同地域的学生可
以进行在线的合作学习；网上
展览馆可以将学生的作品进行
跨时空的分享和交流；通过手
机等终端设备，可以随时随地
接受各种艺术教育内容和信
息。这些变革，都使得艺术教
育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
灵活和便捷。

网络技术也将带来艺术
课程评价方式的变革，比如
美国新出台的核心艺术标准
将通过网络平台发送，同时
设计了能够适应每个教师和
地方学区特殊需要的分类和
组合。基于网络的平台，未来
可以将学生的作品直接连接到
每个标准。渐渐地，当教师能
够运用这些标准并基于基本
的 评 价 模 式 评 价 学 生 作 品
时，那么能够反映学生作品
接近、达到或超越标准的资
料库就建立起来了。

由此可见，当前世界发达
国家的学校艺术课程出现了人
文、社会和科技的转向，这些
变化将为我国学校艺术课程的
变革提供积极的借鉴。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道
德教育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近年来，很多发达国家都修订了艺术课程标准，越来越关注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艺术素养概念的提出，
改变了将艺术仅作为技术的旧有观念，而是将艺术作为一种文化来传授，凸显艺术的人文价值。

本报讯（马文婷）日前，英国教育慈善机构萨顿
信托基金会（Sutton Trust）发布了《影子学校：英
国的私人学费与社会流动性》报告，指出近年来英国
课外辅导现象不断增加，将加剧教育不公平。

根据萨顿信托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仅2015年期
间，英国 11 岁至 16 岁的公立学校学生，每 10 名中
就有1名参加过课外辅导。参加过课外辅导的英国
学生比例从 2005 年的 18%上升到了 2016 年的
25%，而该比例在伦敦市高达 42%。此外，为通过
相关考试而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人数上升了 1/3，
例如有 38%的学生为获得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
SE）参加过课外辅导，有 18%的学生为通过语法考
试参加过课外辅导。

在英国，提供课外辅导的教师主要来自公立学
校和校外辅导机构。一方面，根据萨顿信托基金会
的研究报告，英国教育研究基金会（NFER）通过“教
师语音综合调查”，对全国有代表性的 1607 名教师
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英国约有 40%的公立
学校教师通过私人辅导来增加收入，辅导的形式以
有偿性的小组指导和“一对一”辅导为主，辅导的内
容以数学、英语及入学考试所要求的科目为主。

另一方面，根据英国教育部最新调查结果，英国
的课外辅导机构超过500家。这些辅导机构中大部
分在其所在地招生，如伦敦、曼彻斯特及伯明翰等城
市，其中有 32%的伦敦辅导机构、25%的东南部城
市辅导机构在各个地区都招生。

根据一家名为“Tutorfair”的辅导机构统计，最
受欢迎的辅导科目依次为数学、英语、化学、物理、生
物、西班牙文和法文。此外，专门的考试科目及兴趣
课程也是学生选择的重点辅导内容，如“11+”入学考
试辅导、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考试辅导、英国
高中课程（A-Level）考试辅导、奥数及钢琴辅导等。

在教育的“军备竞赛”中，这些“影子教育”
（Shadow Education）现象对那些可以负担课外
辅导学费或家庭经济良好的学生创造了优越条件。
然而，萨顿机构警告，私人学费的增长有可能加剧教
育的不公平，因为一个私人教师通常每小时收费约
24 英镑（不包括佣金），伦敦约为 27 英镑（不包括佣
金），大多数家庭无力负担。

英国课外辅导加剧教育不公平

本报讯（余闯）近日，北京工业大学举办主题为
“传递绿色精神、放飞绿色希望”的爱尔兰圣帕特里
克节庆祝活动，该校北京—都柏林学院、国际学院和
都柏林大学留学生等 500 名学生以班级巡游的方
式，体验丰富多彩的国际化活动。

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是由北京工业大学与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联合组建的国际化学院。今年
是该学院连续第四年举办爱尔兰圣帕特里克节庆
祝活动。活动中，学生以班级为单位，根据活动
主题设计元素各异的班服，其中都会有爱尔兰的
传统颜色——绿色。

据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学生事务管理办公室
主任樊青丽介绍，今年的活动加强了学生对文化内
涵的理解，如通过展板和微信公众号介绍节日的历
史等，促进学生对都柏林大学及爱尔兰文化的深入
了解，增加文化认同感。此外，学院每年还组织文化
节、暑期国际团队项目等，以文化交流主题活动为学
生营造国际化教育氛围，促进学生了解多元文化。

爱尔兰圣帕特里克节走进北工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