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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环境是广大师生在特定的环境中创造
的一种人文氛围和校园精神。作为艺术特色学
校，广州市美术中学有效利用校园环境，为师
生创设富有艺术气息的学习氛围，全力打造人
文校园、智慧校园、生态校园、艺术校园，让
学生在校园中寻找美、发现美、感知美、创造
美、成就美。

潜在的课程、无声的教育，成为构建美术专
业办学模式的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校按照“美而有味道”的校园微改造总体要
求，建设布局上着眼于“味道”，努力将学校建设
成为“让学生在每个角落都能拿起画笔画画”的
美丽校园，着力在校园微改造中做到精雕细琢、
独具匠心、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示范引领。学
校邀请艺术专业教师参与改造校园环境，紧紧
贴合校园文化与教学实际，努力做到整体与局
部的色调、材质、功能、视角、心理、空间、使用等
的统一，把公共空间的人性化、中国传统元素、
广府文化特色与学校办学理念等糅合于现代校
园微改造的新视觉当中。青砖灰瓦，翠竹丹桂，
枝繁叶茂，曲径通幽，美而安静，美而幸福，打造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合的诗意画境，营造了
具有浓厚美术学习氛围的梦中校园，让艺术和
园林巧妙结合的优美环境成为教育的一部分。

美育包含了人与环境的积极互动。学校利
用教学区域搭建艺术长廊，改造艺苑美术馆，
不定期更换主题，展示师生优秀作品，让更多
师生参与到“美而有味道”校园环境的构建中
来，打造交互感更强的艺术空间，给师生带来
了一个探索世界、捕捉信息、展示才艺的广阔
世界。学生处于校园艺术空间内，创作优秀作
品，分享创意灵感，成为校园味道的创造者、
参与者，进一步提升专业技术水平，提高对艺
术作品的鉴赏能力。师生沉浸在美而有味道的

校园中，广观一方一圆美的秩序，细察一枝一
叶美的韵味，在光影点线中构建想象空间，于
流光水色间摸索艺术之路，提升审美意识和审
美自信。

崇德尚艺，与美同行。广州市美术中学在
取得现有成绩的基础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继续全面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美而有学
养”、质量提升“美而有成就”、发展建设“美
而有味道”、群团组织“美而有活力”等协调
高质量发展，培养有社会责任感、有创新意
识、有创造能力和有审美自信的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向高等艺
术院校输送优秀人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张 宏）

美而有味道：
光影成诗，点线作画，精心打造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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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美术中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
方针，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目标追求的一致，
思想行动的统一，发展价值的认同，幸福人
生的体现”的同行教育，崇德尚艺，与美同
行，五育并举，结合学校美育教育，积极探
索创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相互渗透结合的内容和形式，全面构建完善
有艺术特色的教育课程，广泛开展教育实践
活动，发扬“精彩极致”的美中精神，做到
艺术与文化协调发展，思想与品行和谐统
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学校努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大力弘扬新
时代师德师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
强师德师风修养，将外在规范要求内化为道
德观念和自觉行动，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彰显新时代的师德师风。学校重
视加强青年教师的成长培养，为学校教育发
展夯实基础，开展“青蓝工程”，做好青年教
师结对帮扶工作，以师徒结对的方式缩短青
年教师的成长周期，让青年教师成长有助
力、发展有空间、前进有动力、从教有保
障。学校作为广州市美术教研基地，积极组
织教师开展教研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
交流会和教学技能比赛，激励教师不断学
习，丰富理论知识，增强自身教学水平，努
力培育一批教学名师，建设美术专业示范学
校，促进师生全面发展。学校协办广东省青
年美术家协会中小学美术教育艺委会第一次
会议，“美展·美感·美育”三美同行、持续
推进穗城美育新发展——全市高中美术教研
活动等。为提高美术教师的专业水平，加强
教育科研和课堂教学的能力，增强学校整体
专业水平，学校每年根据各年级美术教师工
作安排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美术教师外出
进修、采风写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定期举
办学科课堂教学示范作品展以及外出写生、
进修、采风的汇报作品展，确保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的提高，建设高素质美术特色师资队
伍。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结构合理，名师荟
萃。现有中国美术家协会成员2人、省市美
术家协会成员17人、南粤优秀教师1人、南
粤优秀班主任1人、南粤教坛新秀1人、广州
市劳动模范1人、省骨干教师培养对象2人、
广州第二批教育家培养对象1人、市基础教
育系统“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名教师培养
对象3人、市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1人、市百
佳中小学班主任1人、市名班主任4人、市骨
干教师12人。这支专业强、水平高、有活力
的教师队伍，成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中
坚力量。

以美育丰富德育。学校凭借完善的美育
体系，为德育提供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形
式。广州市美术中学积极完善德育工作体
系，认真制定具有鲜明特色的德育工作实施
方案，牢牢把握好崇德尚艺、与美同行的教
育主张和行为，做到守初心、正目标，守纪
律、正规矩，守文明、正美德，守质量、正
发展，时刻用美的标准丈量自己的思想和行
动，用美的一生去坚持和践行致精彩、致和
谐、致极致和致纯美，让师生有发自内心美
的愉悦和乐观，感受到美的享受和幸福。学
校为各年级学生打造社会实践大课堂，充分

发挥爱国主义、优秀传统文化等教育基地和
各类公共文化设施与自然资源的重要育人作
用。广泛开展先进典型、英雄模范学习宣传
活动，积极创建文明校园。突出政治启蒙和
价值观塑造，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育人作
用。围绕“示范高一、标杆高二、成功高
三”年级发展目标，遵循高中生心理特点，
科学制定年级德育工作主题，进一步加强感
恩教育，让学生养成爱读书、爱画画、爱思
考、爱运动的良好习惯。师生同心同行，建
设高质量美中，真正让美中从内到外充满美
的感受、美的力量、美的希望和美的张力，
成为立足于高质量发展、高美誉评价和高影
响辐射的品牌，成为艺术生首选的梦中校
园、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艺术人才重要基
地。

以美育增进智育。美育，对于创造性思
维的发育和认知结构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学校立足校情，以艺术专业为核心，各学科
立足“崇德尚艺”的办学理念，秉承“与美
同行”的校训精神内核，开展校本教材研
究，力求做到趣味性、知识性、艺术性、思
辨性与现实性兼备，以美育的丰富材料为桥
梁，打通各学科之间的壁垒，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机，使学生积极主动学习艺术与文化知
识。各学科根据自身特点渗透美术元素编写
出各具特色的校本教材40余本：历史科的
《广东民间工艺杂萃》、语文科的《情画语文
之诗配画》、美术科的《广州市美术中学学生
优秀作品集》（素描、色彩、速写）和《书法
与篆刻》《广东民间美术欣赏》等。以特色校
本教材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与创造性思维习
惯，促进学生增强自主学习的能力，从而有
效提高学生的智育水平。

以美育促进体育。体育本身具有审美特
征，体育与美育紧密相关。学校积极引导学
生树立“运动就是美”的观念，激发学生的
运动热情，形成健康的体育意识。同时，学
校结合美术高中学生的特点和学校具体的体
育师资条件，因地制宜进行特色体育课程的
开发，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针对学生身体
素质实际情况和兴趣爱好，在不断完善和调
整中形成学校体育特色。积极组织全校性大
型活动，以活动带动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大
课间安排高一、高二年级学生开展瑜伽、跳
绳等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体育锻炼活动，
为备考任务繁重的高三年级学生安排跑操等
有效锻炼方式，大力推进特色体育社团建
设，让学生锻炼有场所、有指导、有同伴，
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体育锻炼需求，
拓展学生个性的发展空间，增强学生活力。

以美育带动劳育。每年高一新生都会在
学校的组织下到教育基地开展学农活动，走
进田间小道，拥抱美丽自然，充分发挥乡村
自然的天然美育功能，在美中感悟劳动真
谛。学农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农
耕劳动、农业科普、家政劳动、法治教育、
消防教育等。通过系列劳动课程的学习，学
生提升了动手能力，磨炼了意志品质，树立
了正确的劳动观，形成了良好的劳动习惯。
学校还把劳动教育和社团活动有机结合起
来，形成具有艺术特色的劳动教育体系。学
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动手实践植物染工
艺，体验团扇制作过程，把传统工艺融入到
日常劳动生活中。

美而有学养：
五育并举，与美同行，全面发展素质教育

学校重视学生社团发展，有序组织学生社
团开展系列丰富活动，促进群团组织朝“美而
有活力”的方向发展。加强社团的活动建设，
鼓励社团开展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格调高雅
的活动，如：科技项目竞赛、文艺展示、志愿
者服务、体育竞技等活动，调动学生参与活动
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
把学生社团建设成为第一课堂的延伸和培养学
生兴趣的重要阵地。邀请名家大师进校园，利
用“科艺节”“美术节”“校友日”等活动提升
审美水平，建立审美自信，筑牢审美追求，实
现审美梦想，满足学生内在需求，扎实把新时
代的审美要求推向前进，促进学生个性全面发

展。加强对外艺术教育交流合作，展现岭南文
化和广府文化的精髓，展示学校美术专业教学
特色，树立文化自信，宣传办学成果。

学校团委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党建带团
建，积极组织志愿者活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走进社区、医院等地开展具有
学校艺术特色的志愿活动，如为社区居民写春
联、向社区赠送画作等，为他人送温暖、为社
会作贡献，充分彰显了理想信念、爱心善意、
责任担当，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将“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深入贯彻到
青年学生群体中，激励和引导青年学生积极向
上，增强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美而有活力：
激活社团，弘扬个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户外写生户外写生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拍摄活动拍摄活动

学校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
神，积极响应发展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号
召，坚持把美育工作与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
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相结
合，真正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学
校开设“与美同行”特色课程，分为“美的欣赏”

“美的实践”和“美的创造”三大部分，围绕培养
美术兴趣和提升美术素养开展、营造美的氛围，
弘扬岭南画派精神、传承广府文化和厚植越秀
文化精髓，逐步建立起富有广东民间工艺美术
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继承、发展和创新传统工
艺美术，让学生得到美的熏陶，健康地成长。课
程通过选修课程、渗透课程、实践活动课程、采
风写生集训课程和营造校园氛围5种形式完
成。同时，学校发挥作为广州市民间工艺文化
传承基地的作用，突出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创新，
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波罗诞庙会、乞巧节等民俗
活动，协办粤港澳大湾区岭南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成果展，并邀请工艺大师进校园开设讲座，促
进广府文化在校园得到传承和创新，在美育实
践课程中发现美、体验美、创造美、分享美。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美术与设计教育发展联
盟理事单位，广州市美术中学与粤港澳大湾区
的艺术群体、艺术院校等以合作共进的方式开
展各类美术创作、学术交流等活动，以传承中
华民族优秀艺术精神，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
建设，深化大湾区诸城市与港澳地区文化艺术
交流与合作，从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美术事业
的发展与繁荣，共建“文化湾区”，把学校打
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艺术高地。近年来，学校
积极组织师生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艺术交流活
动，2019年，学校7幅作品入选第二届粤港澳
大湾区学校美术与设计作品展暨第四届广东省
高校设计作品学院奖双年展，展示了师生在美
术领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审美自信。

广州市美术中学积极探索创新学生培养模
式，通过组建教师工作室的方式，开展了一系
列的特色课程，开阔学生美术视野，提升学生

的学习能力。为学生营造特定的艺术环境，自
主地进行欣赏、观摩、领悟，有效提高学生审
美意识、鉴赏水平和创造能力，着力培育学生
的合作和探究能力，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
欲望，开拓学生多元灵活的艺术思维。

学校还在各年级有计划地开展了采风写生
活动。作为特色课程中的社会实践内容之一，
联系学生个人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不但体现
对知识特别是美术知识的综合运用，更强调探
究意识和美术情感的培养。外出采风写生有利
于引导学生走出社会，走出熟悉的城市，到自
然乡土中感受淳朴天然的气息，从而引发自主
的美术表现力和创造力。学校每年都有画展
《与美同行——东平采风速写写生作品展》《与
美同行——开平采风色彩写生作品展》，展现
学生对地方乡土文化“美”的个体体验。将广
东地理资源的丰富素材作为实践活动的课程资
源，既能调动学生参与的热情，又能增进学校
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增进学生的人文关怀和社
会责任感。

学校协办“每天阅读半小时，品质生活一
辈子”广州市师生阅读素养公益漫画创作作品
评选活动、“妙趣众生”2019年广州市美术教
师肖像漫画作品展、“生命之水”广州市美术
教师水彩画语言探索展等。学校鼓励支持教师
举办个人画展，并根据各年级教育节奏和社会
实践活动，分期举办高二、高三年级外出写生
展以及高三年级毕业展。通过以上全方位不同
形式的、把握时间节点的美术特色教育教学活
动，展示学校师生的专业素养，让更多师生在
教育教学中拥有获得感、成就感，充分彰显美
术特色示范学校的形象。

学校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本校教师积极参加
各种美术专业类比赛活动，在竞赛中不断提高
审美素养、夯实技术基础，并展现学校专业师
资团队的强大实力和审美自信，以身示范，激
发美术创作作为艺术教育中更具活力和创造力
环节的重要作用。

美而有成就：
立足校情，创新思路，提升办学质量水平

非遗作品展示非遗作品展示

广州市美术中学是广州市教育部门直属普
通高中。新时代，学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以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市教育部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着力于

“专业一流，发展一流”“双一流”高质量发
展，进一步弘扬岭南文化、岭南画派精神、广
府文化精髓，探索艺术教学改革，推动美育教
育创新，建设高品质立体多元的艺术特色课
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艺术人才，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学校被评为广东省中小学
艺术教育特色学校，是粤港澳大湾区美术与设
计教育发展联盟理事单位、广州市民间文化传
承基地等，先后被西安美院、西南交通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确定为优质生源基
地。学校建立以“与美同行”特色课程为主体的
以美育人培养体系，在发展美术教育和人才培
养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通过
一系列教学改革的实践，促进了教学质量显著
提高，以“低进高出、高进优出”优质高效的人才
培养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校园一景校园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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