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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观察

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学院成为
“网红”，是从2015年开始的。

那一年3月7日，全国近1万名
艺考生参加了设计学院的本科招生
考试。上午考“造型基础”，迎接
他们的考题是一颗棒棒糖，要求对
棒棒糖进行写生，再用线条对棒棒
糖进行组合表现；下午考“设计基
础”，还是棒棒糖，要求学生根据
拿到的棒棒糖创作一张色彩表达，
再根据品尝棒棒糖的味觉体验，对
原糖纸的包装进行再设计。

很多考生蒙了，有些甚至直接
弃考——“押题班”白上了，这和
往年的传统题目完全不一样！

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正站在
设计学科变革的历史起点上。就是
从那一年招考开始，这所全国顶尖
的设计学院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自我
革命，被媒体称作“一颗棒棒糖

‘引发’的教改”。

还从棒棒糖说起

2015年前，设计学院历年的考
题都注重考查绘画基础，并且有迹
可循。这样的传统甚至“养”出了
一批民间的培训机构，收取考生大
笔费用专门搞突击押题。

这似乎没什么问题，其他艺术
院校也是这么考的。但设计学院院
长、教改的总设计师宋协伟觉得不
行，这一切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
了：“时代在变，科技对生产力和
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我们能
做什么？设计学科的未来在哪里？
今天设计学院的学生应该如何培
养？”

要变，首先就要从人才培养
的价值取向，也就是招生考试开
始——“仅有技能是不够的，未来
社会需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并能通过
设计思维与社会文化语境进行对接
的包容性设计人才。”宋协伟这样
定义。于是，棒棒糖题目横空出
世。

很多人问过宋协伟：“为什么
是棒棒糖？”

这不是心血来潮。宋协伟告诉
记者：“变是一定要的，但我们也
担心步子迈得太大，所以第一年选
择了考生们都接触过、都熟悉的棒
棒糖，先探探路。”

在那之后，设计学院不走寻常
路，接连出“神题”——“转基因
鱼”“鲍勃·迪伦‘答案在风中飘
荡’”“幸福指数”等考题，年年
引发社会热议。宋协伟甚至需要每
年在艺考后接受媒体采访，向公众
阐释当年考题的内涵和意蕴。

高考考题的革新，可以体现出
学院在人才识别方向上的清晰目
标，不仅考核考生的思维逻辑和想
象力，更考查考生对社会的敏感
度、责任感和洞察能力。同时，社
会上针对高考押题的培训班，再也
无法摸清设计学院高考考题的思路
了。

“可能过去我们会更多考查学
生‘你会不会’，但现在，我们是
提供一些社会、文化、科技等背
景、媒介或环境，希望考生通过考
试告诉我们‘你会什么’‘你思考
什么’，有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
宋协伟说。

对学生要有“服务”的姿态

招 考 改 革 是 第 一 步 ， 3 年 多
来，设计学院通过资源整合、结构
调整、空间改造、理顺管理机制等
措施，大踏步地潜行在教学改革的
路上。

作为教改的总设计师，宋协伟
一直在思考，央美设计学学科担当
着引领中国艺术与设计教育发展与
改革的责任，面对时代的变迁，教
育如何应对未来科技与人文艺术学
科的融合与发展？人才培养方式的
变化究竟如何通过日常教学每一个
环节的调整得以实现？

2014年底，宋协伟提交给学校

的教学改革思路幻灯片 （PPT） 长
达 200 页，涉及招生考试、学科架
构、评价体系、资源对接等每一个
环节。

“我们把传统设计学科的管理
模式完全打破了。”宋协伟向记者
介绍，设计学院教改之前有视觉传
达、产品、时装、首饰、摄影、数
字媒体设计和交通工具 7 个专业，
基础部和史论部两个部门，“就像 9
个盒子，完全封闭、各自为营，这
不符合‘大设计’的理念。”

教学改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把原来每个专业的“四壁”推
倒，让每个专业的资源共享。这给
学生带来的直观感受是拥有了充分
的自主权。改革以后，原有七大专
业的教学体系逐步转换为“双一
流”学科建设的五大设计板块“战
略设计”“科技设计”“设计思维”

“产业设计”和“设计史论”。打通
7个专业的壁垒之外，还新开设了3
个研究方向“系统设计”“社会创
新工程”和“艺术与科技”。

改革后，大一阶段除了造型基
础以外，还开设认知系列课程，通

过以“叙事”和“造物”作为分类
的泛专业性课程，开启了学生对于
认知手段的多维角度。学生进入大
二以后，可以自由选择多种专业方
向基础课程，基于对不同方向有了
比较充分的认知后进行自我学习构
架的计划和选择。大三的课程以研
究型课题的方式开设，以研究问题
为导向组合不同类型的课程，引导
学生在掌握专业核心基础后升级问
题意识。大四学生在毕业设计和毕
业论文并行的传统模式之外，新增

“小组毕设”这一毕业创作类型，以
测试学生协作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质疑和挑战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一
步改革触及的都是既得利益。

改革后的选课机制给老师带来
了压力。“如果课没人选，这门课
程就会被取消。老师们自尊心过不
去，工资也自然会受影响。”宋协
伟说，因此，教改启动时很多老师
很反对。

但宋协伟没有动摇。他把老师

召集起来开会，反复解释改革的初
衷和目的，并且表示，教改同样能
够给老师带来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他经常向老师强调一个词“师生共
进”：老师应该和学生一起学习、
探索世界和新的知识。

另一种反对意见指向“10%末
位淘汰规则”。这是教学改革一开
始就定下的“铁的规矩”。在毕业
论文和个人毕业创作审核工作中，
制定了末位淘汰规则及淘汰率 5%
左右的汰选机制。首轮个人毕业设
计评审中，10%进入到末位淘汰环
节的作品经由校外专家组成的二次
评审集体复审后，最终的 5%左右
的未通过者将暂缓授予学位。

一开始，有些老师和学生不接
受，认为会给学生带来太大压力，
但宋协伟坚持执行：“为什么要采
取末位淘汰制，因为末位是触动人
的利益，能激发学生的动力。”他
给学生申诉权，不服的学生可以申
诉，学院组织校外专家评估、答
辩，给出最终结果。

“到现在基本每年保持在 5%—
6%的实际淘汰率，年年如此。”宋
协伟说，这个制度带来的显而易见
的成效是，学生毕业作品水平大大
提高，已经连续两年夺得全校毕业
展的最高奖项——“千里之行”12
万元大奖。

到 2018 年 ， 教 改 已 经 进 入
“3.0 版”。“我们现在的教改没有人
敢保证是对的，我们是在不断试
错，但试错也是有价值的。教改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位学院老师
对教改如此理解。

2017年，中央美院下属的美术
学和设计学进入“一流学科”名
单，也就是说，中央美院设计学是
目前全国唯一一个设计学类的“一
流学科”。宋协伟把“一流学科”
视为一个新的进阶，以及一份新的
责任。“央美设计学院作为教育部
设计专业唯一一个一流学科，应该
担当设计学科发展的风向标。”

投“糖”探路
——记中央美院设计学院的教学改革

本报记者 唐琪

2018 年 11 月，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未·未来”全球教育计划汇
报展。 中央美术学院 供图

校园动态

本报讯 （李磊磊） 近日，由中国传媒大学高
教传播与舆情监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
研制、中国传媒大学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王保华
教授担任主编的《中国高等教育舆情报告（2018）》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继 2015 年、
2016 年、2017 年之后的第四次出版，对 2017 年
中国高等教育舆情发展进行了全景式扫描。

纵观全年高教领域热点事件的爆发及传播渠
道，微博、微信、知乎等社交媒体依然是舆情“发
酵”的主“战场”。网友对涉及高等教育公平、高等
教育质量、学术诚信、师德师风等热点事件分外关
注，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讨论瞬间扩散，许多热点事
件传播以“十万+”甚至“千万+”为单位。但社交
媒体的舆情信息传播存在传播内容碎片化、情绪
多而事实少、观点片面绝对化等问题。

据了解，本书分为理论部分、总报告、专题
报告、热点事件评论四部分。其中，热点事件评
论部分为本年度首次推出，充分发挥了研究中心
的舆论引导功能。本系列报告中的《中国高等教
育舆情报告（2017）》荣获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
院2018年中国智库学术成果“优秀报告奖”。

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舆情
报告（2018）》出版

本报讯 （记者 董鲁皖龙）“当前我国传统
文化教育存在着庸俗化、形式化、功利化、娱乐
化等误区。”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三
届传统文化进校园高端论坛上，浙江师范大学教
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顾之川说。

他发现，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有些人对传统
文化无意曲解、无知妄解甚至恶意曲解，有的地
方热衷于让孩子穿古装、拜孔子像，一些影视节
目过分强调娱乐效应，追求热闹，博“眼球”，
国学热、读经班高收费，甚至有人提出全面恢复
私塾等，都是庸俗的学习传统文化行为。

在他看来，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语文教育工
作者大有可为，语文课是重要渠道。顾之川建
议，小学低年级以培育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亲切感为重点，开展启蒙教育；高年级以提高
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受力为重点。初中重在
理解力，提高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高
中要增强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引导
学生感悟其精神内涵，增强文化自信心。

北京师范大学：

第三届传统文化进校园
高端论坛举办

李密龙
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教

务主任，语文特级教师

笔者：李老师，您好！您能谈谈
您对研究性阅读的看法吗？

李老师：研究性阅读是阅读的较
高层次，它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研
究性阅读，实质是对文本的探究与感
悟、体验，使读者的认知结构、情感
体验以及审美能力得以自主发展。

笔者：那么，研究性阅读有哪些
基本特征呢？

李老师：我认为研究性阅读大致
有这样六点基本特征：①研究性阅读
把问题作为做学问的起点，减少消遣
式的泛泛浏览；②研究性阅读关注某
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态势，寻找自己的
研究空间；③研究性阅读不把知识堆
成“草料场”，精心培育建构“知识
树”；④研究性阅读关注不同观点的碰
撞，提出自己的新见解；⑤研究性阅
读视野广泛，兼顾专业化和“跨界”
阅读；⑥研究性阅读贵在联想，多维
思考，寻求对文本的多重解读。

笔者：那您能再谈一下研究性阅
读还有哪些操作步骤吗？

李老师：好，下面我就简单说一
下研究性阅读的基本操作步骤：

第一，有疑阅读。有疑阅读的过
程，就是阅读者将自己“投入”文本
的过程，是一个主动发展自己的认
知、情感与思维的过程，也是探索和
研究的过程。如阅读关汉卿的戏剧，
可以深入思考：关汉卿是 13 世纪的伟
大戏剧家，是“世界文化名人”，其作
品完全可以同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品并
列，两人生活的时代和国度不同，但
他们的作品中都洋溢着浓郁的人文主
义思想，带着这样的疑问阅读他们的
作品，你会领略中外戏剧文学不同寻
常的风景。

第二，检索资料。在开展研究性
阅读时，研究者应做到“于心有戚、
于文有据、于事有补”，从而使研究成
果具有客观性、洞见性、独特性和深
刻性。研究性阅读，在质疑之后，需
要深入钻研从而解决某个问题。这自
然需要查阅大量的相关材料来丰富自
己的认识，作为解决问题的依据。因
此，检索资料就成为研究性阅读必不
可少的阅读环节。

第 三 ， 确 定 选 题 。 通 过 检 索 资
料，我们深化探究的专题，形成值得

继续深入研究的微型课题。微型课题
的研究和最初阅读作品的质疑相比，
思维更深刻、更全面，更能培养阅读
者的创造性。

这里的微型课题不同于专业科研
的微型课题，它切口更小，内容更集
中，研究周期更短，更能突出阅读过
程中对人的思维的提升。

如阅读王实甫的 《西厢记》，可以
确定这样的微型课题进行研究：“以

‘爱情’为题材的中外文学作品中，男
女主人公初次会面的若干种方式。”研
究这个微型课题，中国文学可以结合

《红楼梦》《柳毅传》 等作品，外国文
学可以结合 《罗密欧与朱丽叶》《巴黎
圣母院》 等作品。相信在这样的微型
课题研究中，每一位阅读者都会得到
很大的乐趣。

第四，分析研究。分析研究的前
提是占有相关资料。不同于确定选题
前的检索资料，这个阶段对资料的占
有，方向更明确，内容更具体，信息
更丰富。

分析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探
因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比较重要。

探因分析法，顾名思义，就是探
索原因，就是多问几个为什么。如阅
读欧·亨利的小说 《忙碌经纪人的罗
曼史》，我们可以确定微型课题“这篇
小说的主题是什么”。在研究的过程
中，可以设问：“小说为什么突出写莱
斯利小姐的美貌？”“小说为什么极力
渲染麦克斯韦的‘忙’和‘忘’？”“小
说为什么写了如此荒唐的结局？”通过
一层一层析因，不断地深化了对小说
主题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严重
地扭曲了人的正常本性。

对比分析法也叫比较分析法，就
是运用两个 （或两个以上） 相同或相
异的文本来作比较，通过比较分析得
出它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对比分析能
剖开比较对象的表面现象，发现它的
实质，从而达到深层次解读文本的目
的，同时又让读者为寻求答案从多方
面思考，有利于思维的提升。

第五，形成成果。研究性阅读的
成果形式多种多样，它可以为作品拟
小标题，可以撰写关键词或内容提
要，可以针对作品写出研究文章等。
研究性阅读最普遍的形式是对某一个
问题的解答，和一般答题不同的是，
研究性阅读的解答更深入、更合理，
更能体现思维的严谨性与创新性。

研究性阅读可能没有立竿见影的
效果，但它以无形的加速度方式影响
读者的阅读素养和心智模式。它能帮
助阅读者达到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
准 （2017 年版）》 所说的“自觉分析
和反思自己的语文实践活动经验，提
高语言运用的能力，增强思维的深刻
性、敏捷性、灵活性、批判性和独创
性”这一要求。

张雪燕
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语

文特级教师

笔者：张老师，您好！您能谈谈
小说略读策略吗？

张老师：略读不等于快速阅读，
也不等同于走马观花，观其大略，而
是遵从创作、寻其规律，达到高效。
尤其是阅读整本书，更要讲究方法，
认真研究，以期求得更高效益。

笔者：那么，您能具体谈谈整部
小说的略读方法吗？

张老师：好，下面我就教读整部
小说的略读方法做一个初步的探究。

第一，择版本。一本书有不同的
版本，尤其现在，印刷出版极为便
捷，版本就更加丰富，但优劣也自有
不同。教读整本书，最好先自行研究
一下版本，帮助学生选择或者提供给
学生选择参考。例如经典名著 《红楼
梦》 就有多个版本，而更便于学生阅
读的一百二十回本，还数人民文学出
版社的两册版更为经典，历经 30 年，
反复校勘。而带有脂评的则更适合做

研究和特殊需求之用。学生对于版本
的分辨能力还有限，教师的指导尤为
重要。好的版本对阅读的重要性是不
言而喻的。

第二，知作者。知人论世历来是
快速解读作品的一把钥匙。了解作家
的经历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无疑为深
入阅读理解作品打开了一扇门。作品
是作家不同时期的生活或思想的载
体，虽然不是直接完全的照搬，但是
一定会有投射或潜移默化的影响。例
如列夫·托尔斯泰，他的人生经历、
思想变化以及理想追求，都表现在不
同时期的作品中，大学时代他回到世
袭的庄园，由于对农民的同情，他试
图改变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他的小说

《一个地主的早晨》 诞生了。他在高加
索服役期间，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完
成了 《少年》《青年》 以及根据自己的
战争经历写成的 《塞瓦斯托波尔故事
集》，而 《战争与和平》 则是他认识到
人民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后的产物，

《安娜·卡列尼娜》 是他探索人生意义
的历程。又如川端康成作品的“孤
独、寂寞、哀婉”的“物哀”之美，
这 种 独 特 审 美 ， 与 他 的 死 亡 经 历 、
爱情经历、孤独敏感的孤儿习性等
人生经历和成长过程紧密相连。所
以，在阅读一本书之前，带领学生
先了解作者，不失为一种解读作品的
便捷途径。

第 三 ， 重 开 篇 。 每 部 小 说 的 开
篇，都会倾注作者的无限心力，一定
是精心设计，万般思量。所以，重视
开篇的阅读，自会较快把握全篇，或
是窥见全篇。一部小说的开篇往往会
向读者展示这部小说的叙述角度、主
人公、主人公生活的时代环境，甚至
是主要矛盾、整本书的框架等，这些
都关乎整本书。譬如 《子夜》 的开
篇，主人公吴荪甫的出现频率很高，
复杂的身份与背景，则暗示了其性格
的复杂性；交代、描写的时间与地
点，则勾勒出当时上海的社会状况，
主人公生活的时代特征就非常鲜明地

显现出来；而在开篇中一再出现的
人、事、物，也往往具有象征意义。
吴老太爷逃到大上海以及他的死亡，
还有他的 《太上感应篇》，象征着封建
封闭腐朽的事物、思想、文化，早已
失去了生命力，在这个变革的时代，
灭亡是必然的结果。教师须用心指导
学生重视小说开篇的阅读。而像古典
名著 《红楼梦》 的开篇前五回，更是
整部小说的“纲”，仔细研读，以统全
篇，自不必说。

第四，明迹象。所谓迹象，就是
小说的故事。指导学生阅读小说，一
定要引导学生明迹象察精魂，理解故
事背后的主旨。故事不能忽略，但不
能仅停留在故事讲述得是否精彩上。
一部小说的故事可以通过线索、矛盾
冲突及故事的发展不同阶段等进行概
括，从而引导学生思考，故事反映了
怎样的社会现实？体现了作者怎样的
情感态度？作者要告诉读者什么？引
导学生阅读时不断地发问，养成深入
思考的好习惯，就会培养起良好的素
养以及高品位的审美，渐渐远离低俗
的作品，因为那样的作品不耐咀嚼，
禁不起思考，没有味道。所以，指导
学生“明迹象”的方法，就能快速领
略作品的精魂。

第五，读序跋。序与跋关乎整本
书，学生阅读时往往忽略，是因为他
们不知道序跋对于全书的重要作用。
教师应该讲明序跋的作用，并示范指
导。譬如 《〈呐喊〉 自序》 的阅读指
导，如果将此篇指导到位，再与 《呐
喊》 小说阅读联系起来，学生很快就
会明白或是找到理解小说主旨的途径。

当然，如何对学生阅读整本小说
进行略读指导，还需要在教学实践中
进行深入的研究。

笔者：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
分享！后续我们还会陆续推出名师们
关于语文阅读方面的交流，希望老师
们可以参考借鉴。另外，在瑞鑫点教
在线平台上还有高中各学科名师的免
费微课，欢迎老师们继续关注学习！

建构语文阅读新思路
——瑞鑫点教在线打造高中教育赋能平台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中提出：“语文
课程作为一门实践性课程，应着力在语文实践中培养学生的
语言文字运用能力。”语文的工具性决定了不仅要使学生具
有读写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还要培养他们语言建构与运
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的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近日，瑞鑫点教在线的编辑就“如何建
构语文阅读新思路”的问题，走访了几位教育一线的特级教
师，看看他们在实践中是如何进行语文阅读新思路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