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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园里，怎知春色如许”
“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柳边在梅
边”⋯⋯台上咿咿呀呀，台下全
神贯注、不时掌声雷动。

这是本报记者跟随教育部高
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专项调研组
调研时看到的景象。在四川音乐
学院站，上海昆剧团为学生们带
来了经典剧目《牡丹亭》，唱腔婉
转，意境深远，600多年前的高
雅艺术仍然散发出十足的魅力，
在学生中“圈粉”无数。在其他
学校演出期间，也是场场爆满，
一票难求。据了解，高雅艺术进
校园活动开展十余年来，已经发
展成为学校美育工作的重要载体
之一。

“引育结合”，不断扩大高
雅文艺资源总量

近年来，四川高雅艺术进校
园活动的演出剧目更加注重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活动
安排上更加注重演出的覆盖面和
受益面，受到了广大学生的热烈
欢迎。

“去年，甘肃省歌舞剧院的
《丝路花雨》走进西华大学，一千
多张门票不到两分钟就被一抢而
空。”西华大学团委副书记张雯欣
说，西华大学为此专门面向全校
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95%以上的学生十分喜欢通过
这样的方式接触高雅艺术。

从“一票难求”的火爆场
面，可以管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对青年学生依然有强劲的吸引
力。但与此同时，高雅艺术进校
园供给不足的情况愈发凸显。

据四川省教育厅调研数据显
示：从近三年各个学校的申报情
况来看，中小学对高雅艺术进校
园需求非常旺盛。以 2019 年为
例，申请高雅艺术进校园的高校
77所，中小学146所，由于院团
数量、演出经费、时间安排等多
种原因，实际安排国家级和省级
院团演出共 44 场，仅能满足
19.7%的学校的需求。

除了引进国家、省级院团参
与进校园演出，加强高校自身文
化艺术资源的培育、转化，实现

“引育结合”，是四川破解优质文
艺资源供需矛盾的一项创新举措。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开展十
多年来，我们在演出中逐渐增加
了民族音乐的内容，后来，还专
门成立了民族管弦乐团。”四川音
乐学院副院长孙洪斌说，学院将
专业优势转化为弘扬高雅艺术、
优秀传统文化的不竭动力，“川音
交响乐团”“川音民族乐团”“川
音合唱团”在全国音乐院校中率
先实现职业化运营。

据了解，四川目前有川音民
族乐团、电子科大交响乐团、西
南民大空谷合唱团等多个校园艺
术团活跃在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一线，成为四川推动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的重要力量。

为了解决贫困地区、农村学
校文化艺术类课程“开不齐”的
问题，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等高校将教师
科研、学生实践与帮扶农村学校
开展艺术教育相结合，通过帮助
村小训练合唱团、器乐队，开展
艺术教育师资培训等措施，走出
了一条“美育下乡”的新路子。

从更高层面看，为培植传统
文化艺术传承发展的现实土壤，
四川全省正着力解决资源短板，
不断改善学校美育条件。在师资
方面，不断强化增量、优化存
量、做大储量，近五年累计新增
艺术教师1.5万余人，每年组织
各级艺术教师培训逾8万人次，
有序增加高校艺术教育类专业招
生人数，每年交替开展音乐、美
术教育类大学生基本功展示活
动，增强师资储备。

“演出”“课程”相结合，
构建特色文化育人体系

构建特色文化育人体系，是
四川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创
新举措。围绕“以美育人，以文
化人”的总体思路，四川音乐学
院在学生的通选课中，增加了

“二十四史导读”“中国戏剧史”
等系列课程，建设了西南少数民
族乐器博物馆和乐器研究所；四
川大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
高校课程体系，开设“四川曲
艺”“蜀派古琴赏析与演奏”等

18门公共艺术课程；电子科技大
学围绕课程、社团、工作坊等六
大任务进行传承与创新，形成了

“歌、舞、剧”三位一体的非遗传
承“成电模式”。

去年，四川大学、电子科技
大学和内江师范学院三所高校获
评第一批全国普通高校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基地，全省60所中小学
校获评全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
承学校。截至目前，全省学校艺
术社团超过5.6万个，2018年举
行校级以上艺术活动近2.2万场
次，参加学生超过700万人次。

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用足
用好地方文艺资源

经典曲目 《白蛇传》 登上
“成电舞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川剧大师肖德美登
上“成电讲坛”，“画脸谱”快闪
和体验活动吸引师生纷纷驻足，

“开洋腔川剧社”吸引外国留学生
成为川剧传承新秀⋯⋯在电子科
技大学，川剧的声音和身影已经
深刻影响到师生学习生活的方方
面面。

作为一所没有艺术类专业的
高校，电子科大高度重视学校美
育并加强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
育。学校充分发掘四川特有剧种
川剧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以“传
承创新”为理念，围绕“课程、
社团、工作坊、研究、辐射、展
示”六大任务，建立川剧基地、
川剧研究中心并挂牌川剧名家工
作室。

为了建好川剧传承基地，学
校积极建设管理团队、教学研究
团队和外聘专家团队，构建了

“通识课、素质选修课、实践课”
等川剧素质课程体系，成立了

“开洋腔川剧社”、“帮打唱川剧
社”等5个川剧类社团，川剧数
字化脸谱还登上各种媒体，成为

“网红”。
目前，电子科大正着力将

“电子信息+”的理念融于川剧的
传承创新中，进而探索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新路径。学
校通过编排推广川剧广播操、建
设虚拟川剧博物馆、开展川剧口
述史挖掘研究整理、与校友文创
企业开展跨界融合，让大学生体
验川剧之美。

四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
地之一，古蜀文明源远流长，民
族文化绚丽多姿，红色文化基因
深厚。深入发掘、用足用好地方
文化艺术资源，对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
意义重大。

为此，四川大学、四川师范
大学先后成立了“中华文化研究
院”“中华传统文化学院”等研究
机构，挖掘阐扬巴蜀文化的精神
内涵和价值理念，赋予其新的时
代内涵和表现形式；成都纺织高
等专科学校、四川轻化工大学等
校分别在蜀锦蜀绣、自贡花灯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中，发掘提炼出非遗的当代价
值，不仅构建了相关课程，还发
展出了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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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鲁磊

“如果把所有的颜色混合在一
起，就会得出一种不确定的色调；
如果更加仔细地注视这种混合物，
会发现它实际上代表了我们人类的
现实。”一位法国艺术家这样理解第
八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主
题——“多彩世界与共同命运”。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
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
办的第八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8
月30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共有
来自五大洲113国的595位艺术家入选
并参展，参展作品640件，涵盖当代
绘画、雕塑、装置、影像以及其他多
媒体作品。

艺术家们以绘画和雕塑的当代形
式，以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形态和个
性化的语言，对当下最鲜活的关于世
界发展的“中国方案”进行艺术化呈
现，同时也呈现了多姿多彩的世界各
国故事、各国形象、愿景和启示，通
过视觉艺术可感可知的方式，共同绘
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以积
极的姿态助力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对“多彩世界与共同命运”这一
主题，艺术家们有着各种精彩的演
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认
为，本届北京双年展的作品体现了世
界多样性文明交流互鉴的精神，既保

持着东西方各国不同文明的传统特
色，又吸收了其他国家文明的艺术元
素。一方面是以我为主，我自为我；
另一方面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展
现了多元互补、异彩纷呈的艺术风格。

通过一种心系世界的情怀关注人
及其自身的共同命运，过去、现在和
未来不约而同地汇集在一起，艺术于
是也就有可能凸显出历史感、现实感
和未来意识。以此为基准，艺术的形
式经营也有了无限探索的余地。主题
展中艺术家们对于过往历史的观察与
思考，几乎随处可见：或是对自己民
族历史的回望，或是对整个人类历史
的梳理，因而，作品中的某些细节常
常具有以一持万的指涉意义，而且，
视觉艺术的优长就在于用最具体直观
的形象体现最为深刻的思想。从环
境、种族、身份和科技的影响到更为
具体的个人化的诸种体验，艺术家们
的应对尽在情理之中而又出人意料之
外。这是不少入选作品的突出特点。
在他们的艺术化的技术处理上，观者
也可以从中获取不少新的体会：如
有的艺术家借用脍炙人口的古代大
师的图像进行转化，不仅有了新
意，而且可能是对某种现实最为贴切
不过的评点；有的艺术家将平常之物
对置或错置，所产生的却是特别严
肃、令人警醒的意蕴，是对现实更为

人性化的理悟。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说，

艺术家是世界和生活的敏感者，艺术

作品是现实与心灵的镜子，作为一个
有着自己文化主张并面向世界开放的
艺术大舞台，本届北京双年展参展
的作品体现了各国艺术家关注现
实、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关注自然
与生命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到艺术家
丰富的情感，也可以看到当代国际艺
术在语言、媒介和表现手法上的探索
与创新。

第八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

多彩世界与共同命运
缇妮

⦾聚焦

作为一名教师，“孩子”这个词，是一
个需要特别分辨力的词语——比如同一
班级的孩子与孩子之间，年龄相差甚远
的不同班级的孩子与孩子之间，等等。
孩子们有着几乎相同的童年经历，但似
乎转眼便长成不同的未来和现实样式，
到底怎样才能把他们从群体中分离出
来，还原到属于他们自己举手投足的真
实生命个体本身。这对一个教师来说，
是一种必须具备的素质和基本功，也是
一种看家本事。只有拥有这种辨别能力
才可能打通老师与孩子、孩子与孩子之
间的心灵通道，具有一种“闻香识人”的
能力。而几乎每一位教师都要经历一道
更为严峻的关口，自己的孩子和自己所
教的孩子之间的边界，有时他们之间是
一对矛盾，有时是一对悖论，“教师”的概
念有时是对这一对概念的超越和重合。

2004年，对带毕业班的我来说是
思维密集穿梭于不同孩子之间的一
年。孩子们的面孔和神情甚至会穿越
进睡梦中——在梦中给每个孩子上课
谈心，某个学生哭着来办公室求助，某
个学生天黑回不了家，某个学生差0.5
分没过线⋯⋯也许是长时段过于投
入，那段时间孩子们对我产生严重依赖
心理，在他们眼里我成了一个无所不能
的超人、机器人，不用吃饭睡觉，也照
常可以给他们带来知识和欢乐。仿佛有
心理感应一样，我常常和孩子们的举动
一致，每天，他们一个个活泼地存在于
我的每一次心跳里，仿佛我们是天地间
唯一的整体。时光似乎把我从生活细节
中抽离出来一样，我眼里每天只是每个
具体的孩子，现实生活仿佛褪去了颜
色。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后来，似乎连
每天被自己送到学校的儿子都显得不那
么重要了，每天接送之后便觉得完成了
例行任务似的。

转眼中考来临，第一场考语文，班
里的孩子们一个个从考场上下来，我反

而成了一个“嗷嗷待哺者”，紧张而急
切地询问每个孩子的答题细节，还好每
个孩子的回答都基本让我感觉宽慰。我
刚要满意地回办公室时，扭头看到站在
背后有些落寞的儿子，赶紧问他考试情
况，刚说一句作文内容，下一场考试的
铃声便像一阵急雨一样打过来，只好看
着儿子跑步进场。我好像一下活过来一
样，接着一阵阵焦虑和后怕袭来，儿子
作文跑题怎么办？自己为什么不抽出一
点儿时间和精力过问一下儿子最近的学
习状况⋯⋯紧张、忐忑、六神无主，甚
至后悔自己把儿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各种夸张的心思一股脑儿涌上来。也许
是上苍看到我的付出，还好那次班里的
孩子们和儿子都考出了不错的成绩，但
每当回想当时的情景，一阵阵恐惧便不
住地向我袭来。

我从心里感谢那段时光，那段把我
和孩子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的时光。当
我把和孩子们融为一体时的快乐和忘
我、把一度忘记儿子的存在的愧疚、把
孩子们对我的尊敬与依赖、把孩子们取
得成绩后的喜悦与家长们分享时，我觉
得儿子和班里的那些孩子融为一体了，
我看到孩子们在欢乐和泪水中的成长，
甚至有些分不清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班里
的孩子之间的区别——这无疑感动了家
长，但我要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情
感是超越物质之上的存在，对教师最好
的谢意无异于孩子的成长和进步。

孩子与孩子是没有边界的，这是我
做教师20多年来最深的感受之一。每
个孩子都拥有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生命
光环，作为教师，重要作用之一便是穿
越在这些迟早会成为一种光照世界的能
量之光之间⋯⋯这也许可以称为教师的
真正幸福。

（作者系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东城
中心校教师）

孩子与孩子
马先荣

中国工艺美术种类繁多、丰富多
彩，是历代劳动人民、匠师艺人的伟
大创造和智慧结晶。正在国家博物馆
展出的“时代新章——国家博物馆工
艺美术作品邀请展”遴选133组件精
品，涵盖雕刻工艺、陶瓷工艺、漆器
工艺、金属工艺、首饰工艺、织绣工
艺及其他工艺七大类，集中反映了我
国当代工艺美术创作与发展的成就。
展览分“取法自然”“天工奇巧”“器
韵生动”“万象日新”四个单元。

艺术家遵循对称、均衡、节奏、调
和等形式法则，运用加强、减弱、变形、
夸张等艺术手法，通过对型、线、色的
处理，让“实用”与“审美”、“艺术”与

“技术”的理念完美融合于器物之中，
塑造出具有个性特征又富于生命活力
的艺术样式。左上图为紫砂作品《二
圣峰会 孔子见老子》，第七届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吴鸣作；左下图为《大吉大
利》，王鹏、林永平作。

匠心独运

⦾图说 ⦾文苑

2019 国际文创设计大赛暨周六
福珠宝设计大奖赛日前在深圳举行颁
奖典礼。活动自今年 3 月在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启动以来，得到了设计界、学
界及产业界的高度关注，共收到来自
国内外近 900 件参赛作品，其中海外
作品近100件。大奖赛参赛作品分为
未来组和专业组分别进行评选，并分
设金奖 1 名、银奖 3 名和铜奖 10 名。
大奖赛由“创响中国”组委会指导，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等主办，周六福珠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联 合 主 办 。 作 品

《crystallization of love》获未来组
金奖，作品《喜上眉梢》获专业组金
奖。图为《喜上眉梢》，邹健达设计。

问水 文/摄

珠光璀璨

①《多彩世界生生
不 息》（版 画） [ 中
国] 胡洪波 作

② 《小 鸟》（雕
塑） [白俄罗斯] 安
德烈·奥斯塔索夫 作

③《伟大的丝绸之
路》（布面油画） [阿
塞拜疆] 娜伊拉·阿
玛多娃 绘

④《宇宙》（布面油
画） [ 意 大 利] 安 东
尼诺·格里马尔迪 绘

①①

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