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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精神
凝练“为人生”的臻美教育理念

重 视 美 育 是 盐 城 幼 专 的 历 史 传
统。在盐城幼专的美育观中，美育是
审美教育，更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
育，是重要和基础的人生观教育。美
育的根本目的是人格的养成、灵魂的
塑造。美育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情
感、趣味、气质、胸襟，陶冶人的精
神，温润人的心灵，关乎人生的快乐
幸福，关乎国家民族的未来。美育是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为文化自信筑
基，对生命成长、文明赓续和民族精
神的培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师范百年积淀美育基石 盐城幼
专 1920 年肇端于苏北阜宁县地区孔庙
一隅的甲种师范讲习所。1941 年，学
校的前身——盐阜区联立中学师范部
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分别成立，
其后学校几番兴替、数度迁徙、四次
融合，文脉接续，砥砺前行，弦歌不
绝且代有发展。师范教育一直有重视
美育的传统。中国自古有“礼乐教
化”的美育传统，师范教育的先祖孔
子早已为中国古典美育思想奠定了基
调。在江苏师范教育的发展史上，陶
行知先生将美育作为生活教育的主要
组成部分，其生活教育思想的本质就
是一种美育化的教育，主张“以诗的
真善美来办教育”，实施“知情意合
一”与“智仁勇合一”的情感教育，
生活美育始终贯穿一条以真善美为旨
归的育人红线，其实施方法是培植人
生向上的“生命力”。“中国的幼教之
父”陈鹤琴先生认为：通过美的教育
可以使人远离功利，使心灵进入到新
的精神境界；幼儿美育可以陶冶情
操、启迪审美，发展幼儿的欣赏力、
创造力。他还总结出了美育的快乐原
则、整个教学法原则、生活化原则、
本土化原则。以美育人是盐幼专人悠
久的生命理想和深入血脉的文化传
承。在盐城幼专长期办学的过程中，
一代代师范人秉承了这些美育的真
谛，凭借深厚的专业情意、扎实的学
科知识和过硬的教学基本功，甘为人
梯，默守淡泊，作育英才，桃李盈
门。在他们“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的美德美行引领下，一批批师范学子
走出校门献身教育事业，在三尺讲台
书写人生芳华。他们崇学正行，弘文
励教，臻美至善，薪火相承，诠释着
盐阜老区特有的文化内涵和师范精神
的崇高神圣，燃亮了盐阜大地崇文重
教、生生不息的精神夜空。

鲁艺血脉赓续美育薪火 盐城幼
专的前身华中鲁艺诞生于抗战硝烟之
中，刘少奇同志亲自兼任院长，丘东

平、贺绿汀、莫朴、许晴、阿英等一
大批革命家、文学家、艺术家从祖国
各地汇聚盐城，他们舍弃舒适安逸的
生活环境，投身艰苦的敌后革命斗
争，开展慰问演出、战地宣传和艺术
教育，许多师生在对敌斗争中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鲁艺师生以文艺为武
器，以人民为中心，以生活为创作源
泉，将对共产党的爱戴、对人民群众
的热爱、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用炽
热的艺术美表达出来，创作出一大批
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文艺作
品，教育人民觉醒、鼓舞军民斗志、
振奋民族精神，深受群众的喜爱和欢
迎。鲁艺所孕育的坚定政治方向、坚
持文艺报国、坚决为民服务、坚守继
承创新的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
新。鲁艺先辈们崇高的爱国之情、坚
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以
艺弘美、以文化人的美育传统，是学
校发展极宝贵的精神财富。盐城幼专
承载着鲁艺前辈的家国情怀和文艺报
国理想，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鲁艺精
神，用先进文化感染、教育、引导、
鼓舞学生，把一腔爱国热忱转化为报
国、许国的具体行动，为时代鼓与
呼，为祖国和人民放歌抒怀，为国家
富强、民族复兴大业出力流汗，为改
革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崭新时代谱写美育新篇 美育工
作是新时代高校发展的重要内容，承
载着培养新时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艰
巨任务。前不久，总书记在给中央美
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中再次强调，要

“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
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
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这一要
求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美育的高度关
注，也是高校美育的时代要求和前进
方向。2016 年，盐城幼专实现了由中
师到高师的跨越发展，顺利迈入高等

教育序列。在探索臻美育人的道路
上，盐城幼专传承百年师范和红色文
化积淀，结合当代社会对人才培养的
需求，凝练出了“为人生”的美育理
念，切实推动学校美育工作再上新台
阶。学校从建筑美、环境美、生活
美、职业美入手，向着多元化、共享
化、特色化全面发展，凝聚“求真、
向善、尚美、乐群、勤勉”的校园文
化特质，用春风化雨的形式浸润、感
染和熏陶学生，以美养心、以美育
德、以美启智，构建出和谐共生、相
得益彰的知性校园、幸福校园。

路径探索
整合“多维度”的臻美教育资源

让生命美好、让青春飞扬、让梦
想起航！学校从“为人生”的美育理
念出发，潜心探索“臻美育人”的现
实路径，引领师生感受美、热爱美、
创造美、传播美，塑造美好心灵，培
养健全人格，促进全面发展。

润物无声，校园和美向上 盐城
幼专的“臻美”首先体现在校园环境
建设上。学校致力于打造“人文、平
安、绿色、魅力”校园，注重绿色生
态规划，融入艺术环境创设，凸显历
史景观，打造人文景观，构建自然景
观。在文化环境创设中，高度重视营
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建成了铁军
艺苑、鲁艺广场等十多处文化育人景
观，展示百年老校发展历程和“红色
文化”印迹，于无声处陶冶学生情
操。校园内，人文美与科技美交相辉
映，传统美与现代美和谐共生。漫步
校园，如入画图，学子湖上波光粼
粼，湖畔垂柳依依，鲜花盛开；林荫
道上满眼葱郁，绿意盎然，教学场馆
与文化景点掩映其中，时闻鸟鸣啾
啾、书声琅琅，步移景换，风光秀
美。师生藏修息游，各得其所，学在
其中，乐在其中，美在其中。学校连
年获得江苏省“园林式校园”“绿色学
校”等荣誉称号。

内外兼修，教师厚德博雅 学校
始终把立德树人放在首位，引导全校
教师以德立身、以勤立学、以美施
教。开展“幼专榜样——寻找我身边
的好老师”“立师德、铸师魂、强师
能、树师表”等系列活动，引领全校
教师“争做四有教师”。在教师专业化
发展中，开辟终身学习的途径，构建

“教坛新秀—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
名教师—教授候选人”梯次培养体
系，逐步打磨淬炼出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
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有省人民教育
家培养对象、“333 工程”培养对象、
高校“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等各类
人才近百人。腹有诗书气自华，德业
双馨、终身学习的理念与追求，把厚
德儒雅之美深深融入了盐幼专人的气
质之中。他们爱岗敬业、爱校如家、
爱生如子，打造“臻美育人”的精神
高地，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竭心尽力、勤奋耕耘。

陶情冶性，课堂自由创新 学校
强调构建课程的生命意义，在“臻
美”文化的引领下，以创新能力培育
为重点，以课程思政为抓手，推进课
程改革，将美育、德育、思政贯穿在
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各方面，渗透在
各个学科之中，加强美育与德育、智
育、体育、劳动教育相融合，建立塑
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育人
体系，构建有生命和有智慧的课堂。
学校倡导并要求教师从“教学目标和
谐美”“教学内容形象美”“教学结构
组织美”“教学方法艺术美”“教学过

程创造美”等方面设计和组织教学，
以学生为中心，构建生活化的教育范
式，打造“臻美课堂”，注重自然生态
情境下的知识接受、智慧开启、文化
传承，使学习者实现文化、智慧、道
德、人格和精神等多方面的自主、协
调、全面、健康发展。同时，学校积
极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丰富“臻美
课堂”形式，建成较为完善的信息化
移动教学环境，做精做优慕课资源和
专业数字课程，建设未来教室与数字
实验实训室，构建个性化、多元化的
智能学习环境和教学教研网络平台建
设，拓展学生学习的广度和深度。

助学伴长，机制春风化雨 为了
创造富有人文精神与和谐之美的校园
氛围，成就师生更加丰富和饱满的人
生，学校党委以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
统领，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
生，建立了“三进三助三立”活动机
制。“三进”即“走进学生的生活、走
进学生的学习、走进学生的心灵”，了
解学生的生活、学习状况，理清学生
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诉求；“三助”
是“助学、助困、助动”活动，教师
真正承担起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
引路人的责任，帮助学生解决生活的
后顾之忧，排除学习的疑惑之难，帮
助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做好
家、校、社区“三位一体”的联动；

“三立”即帮助学生“立根、立德、立
魂”，让学生复归生命活动的本真，给
学生立生命之根，立成人之德，立至
善之魂。活动中，学校领导、教师与
学生结成对子，全方位服务学生成
长。这一温馨机制的推行，深化了教
师队伍对美育的理解，丰厚了师德、
师爱之美；也让学生感受到了师生和
谐之美，温润、涵养了美好心灵，加
深了对敬业、责任、奉献、友爱等

“社会美”的体悟，更加爱学爱校、爱
家爱国；还促进了和谐校园的建设，
提升了学校美育的发展水平。此项活
动被评为江苏省基层党建示范性“书
记项目”。

活动践行
致力“尽精微”的臻美教育实践

盐城幼专党委书记刘毓航在 《新
华日报》 以 《叩问大学使命 坚守大
学精神》 为题撰文指出：“坚持校园文
化的主体建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
和力和针对性，要以文化人、以美育
人，着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改革创
新，通过加强优良校风、教风、学风
的建设，使师生员工在日常生活和各
种活动中感受到思想和文化的魅力，
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盐城幼专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遵循“参与—体验—内
化—践行—成长”的规律，目立于高
位，行尽于精微，以“臻美”理念

“育人”“育心”“育情”“育理”，引领
师生美形、美心、美行、美性，形成
了礼仪文化系列、诵读文化系列、节
庆文化系列、阳光体育系列、创新文化
系列等“臻美教育”活动品牌，让学生在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中外化于行，
内化于心，引导生命拔节生长。

在磨砺心性与规范习惯中铸就品
行 学校以养成教育为切入口，精心
打造“一平方米”养成教育体系。以

《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以及有关规章制
度为基本内容，以管好自己周围的

“一平方米”空间为切入点，以教室、
宿舍、食堂、卫生区四个窗口环境建
设为主线，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学
习、文明等行为习惯，并将它们逐步

内化成自身的一种文明素养和举手投
足间都会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和文化，
展现“行为世范”的行为美。国内多家
知名媒体都对学校的“一平方米”养成
教育体系做了专题报道。

在书香熏染与国学濡养中润泽人
生 学校积极营造书香校园、墨香校
园。各个班级打造特色“图书角”，共
享图书资源，通过组织“书香校园”
读书竞赛、中华好诗词诵读比赛等活
动提升学生文化修养，打造书香校
园；成立了“雅言口语名师工作室”

“墨缘书法名师工作室”，按年级系统
地开设口语课、书法课，规范和提升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书写能
力；推行国学名篇晨读工程，丰厚学
生的国学素养，传承传统文化的典雅
之美，涵育“学为人师”的内蕴美。

在节庆活动与特色活动中锤炼素
养 学校以特定的节日为主题，开展
多样活动，开发并挖掘其中蕴含的德
育和美育资源，并赋予时代的教育意
义。每年定期组织主题校园文化艺术
节，以校园歌手大赛、主题舞蹈比
赛、百米画卷赛、摄影比赛等活动提
升艺术涵养；积极开展“我的梦，中
国梦”等系列活动和以“弘扬铁军精
神，锻造红色文化”为核心的“红色
文化”系列主题教育，组织“长征回
响 信仰之光”“赓续精神 共谱新
篇”等主题文艺晚会、文化艺术节系
列活动 20 多场，引领学生发现美、展
现美，激励全校师生不断奋进。学校
被江苏省妇联授予“巾帼英烈铁军
魂”江苏巾帼教育基地现场教学点。

在社团文化与艺术陶冶中张扬个
性 学校通过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为
学生提供锻炼自我、展示自我的舞
台，通过“人人都参与、社团有特
色、院系出精品”的方式，让学生个
性成长与校园文化建构形成交汇点、
同心圆，培养了学生欣赏美、创造美
的能力；通过心理健康校园广播、心
理健康教育课件制作评比、主题心理
健康节和心灵氧吧团体心理辅导等系
列活动，化解学生心理危机，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在创业实践与创新激励中启航梦
想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
背景下，学校积极探索确立学生“就
业有能力，升学有基础”的培养目
标，逐步建立起“课程—实训—活
动—创业”四位一体的特色创业教育
模式，成立了十多个学生创业实体，
拓宽学生的眼界，激发学生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提升持续发展力。学校通
过校企合作、园校合作等形式，建设大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与盐城上百所
幼儿园合作建立实践基地，与盐城大数
据产业园联合成立大数据产业学院，全
力推动“高校+企业+产业园区”的协
同育人方式，为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社会全面进步”这一美育高境界
奠定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在全国和

省“三创”比赛中，4 名学生获一等
奖，学校获“优秀组织奖”。

佳绩纷呈
彰显“致广大”的臻美教育魅力

校长姜统华认为：“臻美教育是情
操教育和心灵教育，根本目的是人格
的养成、灵魂的塑造，让学生成长为
有信念、有情怀、有担当的人，成就
更加丰富和饱满的人生。”盐幼专人以
美的心灵和美的行为呈现着学校臻美
教育的丰硕成果。

他们美丽善良，以爱的名义传播
一道道正能量。苏霍姆林斯基说：“美
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
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在盐城幼专，
也许是早晨阳光般温暖的一个微笑，
也许是公交车上善意的一个举手之
劳，也许是全校上下携手为地震灾区
倡议捐款，也许是学生结伴每周赴敬
老院、福利院陪伴老人和儿童，也许
是积极走上街头帮助义务打扫、维持
交通，又或者是给心情低落的同伴一
句真诚的安慰和鼓励、给患病师生热
心募捐，甚至只是随手捡起地上的一
片纸屑⋯⋯幼专人以明亮的眼眸、热
忱的心，传递着人间的真情，书写着
德行之美。

他们坚韧执着，以勤劳和智慧完
成一次次新跨越。面临机遇与挑战时，

全校师生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发扬勇
于拼搏、团结协作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以纵横开阖的视野和二次创业的豪情
铿锵前行。学校整体南迁、两校资源整
合、合并升格⋯⋯学校办学空间不断拓
展，事业发展蒸蒸日上，近年来先后获
得了“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江苏省
文明单位”“江苏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江苏省平安校园”“江苏省艺术教育先
进单位”等诸多荣誉。在艰苦创业的道
路上，盐幼专人展现了昂扬奋进、敢为
人先的精神之美。

他们积极进取，在校外的各级竞
赛中佳音频传。近年来，学校承担国
家和省级课题 50 多项，在高水平期刊
发表教科研论文近千篇，出版各类专
著和教材近百部，校党委书记刘毓航
主持了国家级别课题“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内涵研究”。在全国职
业技能大赛、书法比赛、大学生机器
人大赛以及江苏省职业技能大赛、大
学生艺术展、文明风采大赛、师范生
教学基本功大赛中，获全国特等奖及
一等奖 70 人次、省级一等奖 100 多人
次，累计获奖 2000 多人次；淮剧专业
有 6 名学生荣获全国戏曲“小梅花”
奖金奖；近年来，盐城幼专毕业生就
业率始终保持在 96％以上，毕业生以

“诚毅新美”的内涵特质和团结合作、
吃苦耐劳、敬业爱岗的出色表现得到
了用人单位的肯定与青睐。学校获得
省教育部门颁发的“高技能人才摇篮
奖”等荣誉称号。学校每年都有多名
学生在师范生“专转本”考试中升入
本科深造，2018 年，开始与南京晓庄
学院尝试开展高中起点学前教育专业

“3+2”本科段联合培养，开启了迈向本
科教育的新征程。在活力四射的盐城
幼专校园里，创造之美正在蓬勃绽放！

费 孝 通 老 先 生 曾 经 意 味 深 长 地
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
共，天下大同。”盐城幼专致力于以美
育人、以文化人的伟大事业，在潜心
育人、跨越发展的历程中，将每一个
细微处，都烙上了臻美的印记。臻美
是目标，引领着师生崇学正行；臻美
是行动，播撒着师生的智慧与汗水；
臻美是号角，激励着师生砥砺前行。
愿盐城幼专的“臻美教育”之花愈发
璀璨夺目，建设全国一流特色幼专之
路越走越美丽！

（王礼才 李鹏）

崇学正行 臻美至善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臻美”教育巡礼

关爱生命、促进成长、
创造美好是学校的本真追
求。在享有“东方湿地之
都、仙鹤神鹿世界”美誉的
江苏沿海热土盐城，孕育着
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积淀的师
范教育明珠——盐城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她扎根盐
阜大地，情系老区人民，发
扬“铁军精神”，传承鲁艺
薪火，培育了万千栋梁。进
入新时代，她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二次创业，跨越发
展，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逐步探索出了一条“臻美”
育人的特色发展之路。

男幼师基本功汇报演出

享臻美教育 铸至善之魂——校园文化艺术节

学生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

明德 健行 思源 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