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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润心 “影”领成长
——陕西省中小学影视教育工作发展侧记

优秀电影是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重要资源。影视教
育作为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小学生陶冶情操、温润心
灵、提高审美、培养爱国情感、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乃至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有着其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重要
作用。

作为“全国影视教育实验区”，陕西省多年来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不断完善政策制度、拓展活动载体、丰富教学资
源，切实发挥影视教育在立德树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等方面的育人职能，借助影视教育活跃校园文化建设、创新
德育内容、完善美育课程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形成了“以
高校为专业依托，政府主导、教育牵头、部门合作、企业服务、
学生受惠”的工作机制，建立起涵盖校园观影、拓展活动、课程
教学等方面内容的相对系统化、规模化的影视教育体系，取得良
好的育人效果和社会效益。

早在2008年，陕西省教育部门
就积极响应国家《关于进一步开展中
小学影视教育的通知》要求，率先在
全省中小学校开展爱国主义影视教育
工作，并将其列为全省中小学生的

“必修课”。经过 10 年的探索和实
践，如今，电影这门光影艺术在陕西
省中小学校园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随着育人方式的转变，将影视
教育纳入教育教学是一项长期任务，
必须从机制上给予保障，才能确保这
项工作持续开展。”陕西省教育部门
基教一处负责人说，从影视教育起步
阶段，陕西省教育部门就从长远谋
划，建立起多种保障机制。

2010年，率先推动成立陕西励
志校园数字院线，承担投入设备、组
织片源、技术维护等任务，全面推进
中小学校园院线的发展。并依托全省
电教系统，组建了 220 支流动放映
队，服务学校11000所。电影放映队
以流动大棚为主，辅之以学校礼堂、
校园网络、班班通等放映形式，实现
了影视教育的多渠道传播和推广，确
保把优秀影片送到每一所中小学校，
让边远山区学校的学生也能看到电
影。为保证每名中小学生每年都能观
看到优秀影片，陕西明确每生每年
10元观影经费，其中，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观影经费从公用经费安排，高
中学生观影经费由学校自筹解决。每
年春秋两季开学，陕西省教育部门参
照国家教育部门推荐的影片目录，结
合中小学生观影需求，组织专家遴
选，向全省中小学生推荐24部优秀影
片。其中，既有像《铁道飞虎》《遵
义会议》《战狼》这样的爱国主义影
片，也不乏《防范电话诈骗》《警惕
网购陷阱》《冰箱里的细菌》等帮助
学生辨别虚假信息、防止上当受骗、
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专题教育片。陕
西省要求全省中小学校要做到影视教
育进课表、进课堂，每学期组织学生
观看不少于2部优秀电影。同时，通
过学科教师的指导，将影视教育与不
同学科教学有机融合，有效运用影视
教育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2012年9月，国家教育部门、国
家广电部门在陕西召开“全国中小学
影视教育现场观摩交流会”。2015年
10月，陕西省被国家教育部门命名
为“全国影视教育实验区”，是全国
仅有的省级实验区。2016年，陕西
省出台文件，明确要求各级各类学校
要按照课程设置方案和课程标准，把
影视教育与音乐、美术、舞蹈、戏剧
等纳入美育课程。普通高中开设包括
影视教育等体现陕西地域特色的教学

模块，保证美育类必修课程的6个学
分。为保证学生参与和接受多种形式
的影视教育，还将学生参与影视教育
的成果纳入综合素质考核内容，记入
综合素质评价档案。

2016年秋季，陕西省新增普通
高中地方课程——“电影艺术与欣
赏”走进全省高中课堂，设置20课
时，2个学分，并组织了全省规模的
课程专项教师培训活动。历时3年编
写完成的陕西省普通高中地方课程教
材《电影艺术与欣赏》，结合高中生
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标准及学生认知特
点，从电影与文学、素养、科技、类
型、实践等五大方面引导学生了解电
影艺术、学习影视专业理论，培养影
视艺术素养。

2017年，陕西省教育学会成立
了影视教育研究中心，聘请高校专
家、中小学校优秀教师、教育行政人
员、影视行业人才等，参与中小学影
视教育的专业指导，多层次、全方位
构建“影视育人”指导体系。

陕西通过励志校园数字院线，将
光影艺术的种子播撒到城乡中小学
校，陪伴并助力万千中小学生健康、
快乐成长。据统计，截至目前，陕西
省影视教育放映学校数占全省中小学
校总数的85%以上，学生观影普及率
达到90%以上，平均每生每年观影
4.3场次。

西北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科教授、
教育部门高等院校戏剧与影视学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校影视
教学委员会副理事长张阿利说，十年
来，陕西省跨越教育与广电的行业鸿
沟，在全国率先将影视教育纳入全省
中小学素质教育，创新德育内容与形
式，完善美育课程核心与结构。陕西
省教育部门、西北大学、陕西省新闻出
版广电部门、陕西省电影家协会、励
志校园数字院线等单位通力合作，以
陕西高校为影视基础教育依托，将高
校影视资源与中小学素质教育充分结
合，创建影视教育智库，组织编写国内
首套高中电影课地方教材，成功构建
了陕西省中小学影视教育课程体系。

“陕西省中小学影视艺术教育不
论从放映学校数量、规模还是从课程
建设质量、水平，不论是从素质教育
层面，还是从影视专业层面，都呈现
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创造性、规模
性和教育性。”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
视系主任，全国艺术专业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委员李道新说，陕西省中
小学影视艺术教育从无到有，再到影
响全国，离不开陕西省教育界和影视
界十年来的坚守与垦拓。

多措并举将优秀影片送达每个孩子

小银幕反映大世界。正如北京电
影学院研究员、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
心主任刘军所说，影视作为重要的大
众传播媒介，更是少年儿童群体人格
发展和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来源,
对他们的成长和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建立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陕
西省充分发挥优秀影视作品的育人功
能，借助励志校园数字院线，给全省
中小学生的成长插上了隐形的翅膀。

在十年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陕
西省与时俱进，不断挖掘影视教育的
丰富内涵，围绕影视教育开展形式多
样的拓展性活动，已经形成体系并常
态化运行。通过中小学生电影夏令
营、影视教育主题巡讲、全省范围的
影评大赛、微电影大赛与各地市不定
期举办的电影金曲演唱会、经典台词
朗诵比赛、电影主题辩论赛等丰富多
彩、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让学生

“爱电影、懂电影、评电影、拍电
影”。在享受到优秀影视作品带来的
美妙视听感受和心灵启迪的同时，中
小学生们也在影视鉴赏、评析、创作
的过程中不断增长着知识才干。

为激发学生“爱电影”的热情，陕
西省坚持每年举办一次电影主题夏令
营，让学生通过实践体验电影文化。
先后组织了“爱祖国·爱生活·爱电影”

“电影梦·中华心·两岸情”“我来井冈
当红军”“追寻红色足迹，感受人文历
史”等夏令营活动，带领学生走进国内
外的影视文化基地、红色文化基地，开
阔视野，增长见识。

在第七届电影夏令营活动中，安
康市汉滨初级中学学生陈思妤在参观
孟良崮后，深有感触地说：“通过这
次活动，我更深地理解了‘红色’二
字。两千多座墓碑，两千多名英灵在
此沉寂。虽然这里树林荫翳，深山伶
俜，磐石孑立，但这从来不是沉寂，
也不能是沉寂！孟良崮上华东野战军
奋勇歼敌，抛头颅、洒热血，不屈不
挠，众志成城，他们奋勇地推进革
命，就在这看似沉寂却又不沉寂的地
方。毫无疑问，这些都猛烈地撞击着
我们的心扉，让我们铭记峥嵘岁月，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宝鸡市陈仓高级中学的谭倩和小
伙伴们一起参观了沂南县“沂蒙影视
基地”。大型电视连续剧 《真心英
雄》《地道英雄》《斗牛》《沂蒙六姐
妹》《娘》等影视剧曾在此拍摄，《战
神》《红高粱》《亮剑》等大型革命历

史剧也在此进行取景，参观中的所见
所闻令谭倩大开眼界，她说：“感谢
此次旅程和难得的机遇，在未来的学
习和生活中，它带给我的力量远远不
止这一刻，收获到精神世界的充实将
会使我终身受益。”

陕西省结合电影放映，多年来坚
持开展“励志·成长”影视教育主题
巡讲进校园活动，邀请知名导演、电
影专家与学生面对面聊电影、谈梦
想、促成长，引导学生深入了解电影
艺术，培养学生“懂电影”的素养。

安康市每年开展两期影视教育主
题巡讲进校园活动，每期3天深入12
个区县进行巡讲。在以“梦想与责
任”为主题的巡讲中，西北大学著名
儿童电影编剧、80后新锐导演张忠
华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分享了从影道路
上的故事及人生感悟，并勉励孩子
们：“一个人只有每天做好自己该做
的事情，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才能
实现心中的梦想。”

学生们也和张忠华畅谈自己喜爱
的电影与影片中感动自己的故事和人
物，将影片带给自己的人生启示、自
己的梦想与大家分享。一名学生在活
动后动情地写道：“以前看过很多电
影，总感觉电影中的人物和故事离我
们很遥远。今天听了张导演的故事，
让我对电影制作也跃跃欲试，对责任
与梦想有了更深的理解，我要立志成
为一个有梦想有作为的人。”

为培养学生“评电影”的能力，
陕西省教育部门联合陕西省新闻出版
广电部门，面向全省中小学生，每两
年举办一次影评大赛，对获奖作品、
优秀组织单位及优秀指导教师进行
隆重表彰，并将每届影评大赛的优
秀获奖作品集结成册出版。至今，
陕西省已举办了4届影评活动，先
后出版了《春天的脚印》《夏天的梦
想》《秋天的收获》《冬天的记忆》4
本影评集。

2017年，陕西省第四届影评活
动共收到投稿作品53248篇，与前3
届相比，这届影评活动参与的学生数
翻番，涉及的影片更加丰富。陕西省
文化部门领导在影评集《冬天的记
忆》序言中点评道：“本届推荐上来
的参评文章，文笔流畅，感情真挚，
联系实际，能够对影片的思想内容和
艺术手法进行程度不同的分析与评
价。可喜的是，一些影评切入角度多
样，既有对主题精神、时代旋律、拍

摄技法、导演风格的分析，也有对叙
事结构、场景运用、演员表演、音乐
动效的分析；一些影评体式新颖别
致，注重表达技巧，采取了题记、小
标题等形式，既展现了自己的写作风
格，也深刻论述了观影之后的所思所
想、所悟所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这说明，通过多年的影评活动，同学
们的眼界开阔了，艺术修养提高了，
鉴赏能力增强了，影评写作已经上升
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陕西省教育部门还组织微电影大
赛活动，以赛促学，培养学生“拍电
影”的能力。在全省微电影活动中，
邀请专业人员深入市、县、区组织微
电影创作培训，指导学生进行电影创
作。仅2017年，陕西省中小学校就
有1500余名指导教师接受了微电影
培训。这些指导教师成为普及微电影
的主力军，带领学生在全国微电影大
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据统计，2017年，陕西省中小
学生微电影活动共征集作品921部，
有故事片、纪录片、科教片、动画
片、专题片，还有古装剧、外语短片
等新颖的表现形式。作品短小精悍、
贴近学生生活，用电影艺术手段生动
形象地反映了当代学生校园内外的生
活风貌，并触及社会热点问题，尤其
是对留守儿童和特殊家庭儿童的关爱
帮扶，充满了正能量。

渭南市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白英
丽、马静珍等几位师生创作拍摄的微
电影《暖》，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校园
里的真实故事。女孩因家庭贫困、奶

奶生病不得不退学，细心的帮扶老师
发现她面临的困境，和全班同学一起
从生活、学习和精神上对女孩进行帮
扶，把她重新拉回学校温暖的大家
庭。催人泪下的故事一举斩获陕西省
2017 年中小学微电影大赛一等奖，
并入围全国中小学生电影周微电影展
播作品。

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的影视教育
拓展活动，丰富了广大中小学校爱国
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有力
地加强了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
性，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
果。优秀影视作品对中小学生心灵的
滋养、对学生健康成长的影响与日俱
增。陕西省参加影评竞赛活动的学生
数逐届跃升，获得各类影视竞赛活动
的奖项逐年增加，电影主题夏令营活
动还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
授、教育部门戏剧与影视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
会长周星评价说：“陕西省中小学影
视教育是立德树人的新实践，它出色
地将立德树人作为目标，以影视艺术
作为感化人心的媒介与素质教育出色
结合，影视教学与实践设置站位高
远，利用影视艺术所具有的大众传播
特性，凸显影像美化人的感染力，创
设了一种对于中小学生艺术感化和美
育感染的形象方法。陕西省中小学影
视教育应和时代趋向，并增强美感和
影视接受的启发，注重实践提升，收
获实效甚广，具有独特价值。”

影视拓展给学生插上隐形的翅膀

十年的坚守与探索，陕西省中小
学影视教育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
弱到强的发展之路，在全国的影响力
逐年扩大。在陕西省教育部门的安排
部署下，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
小学校积极探索，不断拓展影视教育
的载体和形式，不定期开展各种影视
教育相关活动，受到广大中小学生和
家长的欢迎、认可。

西安市每年召开一次影视教育专
题工作会，以“简洁、可行、管用”
为原则，边实践边摸索，制定下发了
《西安市中小学影视教育工作实施方
案》“西安市教育部门关于进一步推
进中小学影视教育放映工作的通知”
《西安市中小学影视教育放映工作实
施办法》等文件，规范影视教育中的
管理、安全、收费以及工作协调问
题，以制度提升影视教育各项工作水
平，形成了有章可循、按章办事、规
范高效的影视教育管理机制。全市年
均深入基层学校放映电影 8202 场
次，累计1286所学校810865名中小
学生接受了影视教育。

咸阳市将影视教育作为“弘文励
教 德善咸阳”德育主题实践活动的
重要一环，开展“影视教育日”“影
视教育周”“影视教育月”等主题实
践活动，以征文、座谈、主题团队
会、评影视剧等多种形式开展影视教
育活动，形成看前推介、看后必写、
有写必评、有评必讲、编册成书等环
环相扣的影视教育模式。先后出版了
《飘飞的雪花》《舞动的荷花》《绽放
的桃花》《盛开的菊花》等4部优秀

影评征文选集。咸阳市渭城区的作品
《星空下的少年》荣获2017年省级微
电影大赛一等奖，并在教育部门举办
的第二届全国中小学生电影周评选活
动中入围百部优秀影片。

宝鸡市确定陈仓区、凤翔县为中
小学影视教育实验县区，并遴选确定
了77所市级影视教育实验学校，作
为影视教育的实验田和高产田，给予
重点扶持和培育。活动中突出爱国主
义教育核心，引导学生开展畅谈观影
体会、制作影视海报、设计动漫形
象、演唱影视歌曲、课本剧比赛等活
动，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观影拓展活
动中，积累知识、陶冶情操，全方位
提升影视教育的内涵。近年来，该市
中小学生在全国中小学各类影视比赛

活动中屡获佳绩。2015年，在首届
全国中小学生电影周上，宝鸡市陈仓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原创的微电影《答
卷》获十佳影片，是陕西省仅有获此
殊荣的影片；宝鸡市高新二小学生的
影评荣获全国一等奖。2016年，宝
鸡市中小学生的8部作品在“全国校
外系统青少年微电影展评活动”中获
奖。宝鸡市《深入推进中小学影视教
育·在光与影中塑造学生良好品质》
被教育部门评选为2017年全国中小
学德育工作优秀案例。

安康市在2016年即实现了全市
中小学校影视教育全覆盖。50余名
专兼职人员组建了14支放映队深入
2215 所学校，累计放映 6445 场次，
135万余人次学生接受了爱国主义影

视教育。安康市还组织了“聋哑学校
电影周”“影视歌曲大家唱”“影视作
品主题演讲”“影视教育宣讲”等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让影视教
育真正触及学生生活，抵达学生心
灵。

榆林市每学年定期开展影视教育
巡查活动，敦促影视教育进课堂。结
合观影活动，各学校组织开展“经典
故事讲起来”“影视金曲唱起来”“动
手实践做起来”等活动，对学生进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公民意识教
育、生态文明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目前陕
西省已经初步形成系统化、规模化的
影视教育工作体系，涵盖校园观影、
课程教学、拓展活动等实践内容，活
跃了学校文化生活，创新了德育形
式，转变了育人方式，放飞了学生的
影视艺术梦想。”陕西省教育部门领
导说，今后，陕西省将继续挖掘影视
教育的潜在价值，充分发挥影视教育
形式的独特性，提高学生综合素养，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
长、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胡智锋认
为：“陕西省中小学影视艺术教育，
极大地完善并推动了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发展与创新, 引领素质教
育与影视艺术空间的拓展与深化,
以创新课程、服务内容与独特方式为
路径, 提升基础教育阶段影视教育
的标准化水平，为全国推广中小学影
视教育打开了局面。”

（陈彧 刘利红 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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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充气大棚内观影学生在充气大棚内观影

““我来井冈当红军我来井冈当红军””夏令营夏令营

““励志励志··成长成长””主题巡讲主题巡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