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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JIAOXUE

策略 要抓好认知感情和行动

教学中， 我在教学内容的选择、 方法的

运用、 学习方式的转变， 以及师生互动交往

方式的培养等方面， 以认知的切入、 感情的

梳理、 行动的探求等三个基本策略作为论述

程序， 从而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

认知的切入。 我们应该训练学生多种感

觉的敏锐性、 灵活性、 持久性， 来寻找孩子

头脑中特别的形象和追求新的体验， 促进孩

子认知能力的发展。 在感知训练的同时， 我

还积极融入创造思维的训练， 并尽量向学生

提供多种自我表现机会， 让学生以异于他人

的方式表达独特的思想情感， 树立自我表现

的信心。

感情的梳理。 人的感情与心灵有紧密的

联系。 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他

们对自己的情感 （自我认识） 和周围人情感

的理解力。 这种理解力一部分来自他们学习

表达时所面临的情感， 另一部分来自他们懂

得其他人也同样会体验到那些情感。 所有非

语言的艺术形式都与人类的某一方面情感相

关， 这是教师赖于工作的理想方式。

行动的探求。 让学生学会学习、 主动探

究， 是教育改革的方向。 以绘画学科为主

线， 进行跨学科探索和研究， 把形象思维与

抽象思维、 逻辑思维、 集中思维有机结合，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以绘画与数学课的结

合为例， 绘画倾向于形象思维， 数学侧重于

抽象思维， 我把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进行综

合， 共同发展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美术创意式教学为学生打开了一个新的

视觉空间， 学生的创意潜质得到了发掘， 并

使美术学习从单纯的技能、 技巧学习层面提

高到美术文化学习的层面。

运用了美术创意式教学法后， 我们选择

了本校部分学生进行美术综合素质比较， 采

用问卷、 访谈及作品鉴定等方式对学生的审

美感觉、 审美联想、 审美创造、 审美理解等

各个方面进行了检测。 结果表明， 这个模式

提高了学生的基本美术素养， 使他们能够运

用所学的知识、 技能创作出反映心中印象最

深的情感体验的作品； 初步总结出了儿童审

美能力发展的内在特征， 认识到儿童审美能

力的不平衡性和发展的一般规律； 使学生形

成了稳定的心理素质， 提高了他们对生活的

感悟力； 培养了学生的观察、 审美、 创造和

语言分析能力， 提高了各学科的学业成绩，

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 培养了学生纯真的童

心， 使教师、 家长、 孩子及社会成员联系得

更加紧密； 初步总结出学生美术教育以及小

学美术创意教学法的特征和规律。

近年来， 美术创意式教学形成了一套系

统发掘和训练儿童创意思维的方式方法。 著

名美术教育专家李力加教授说， 魏瑞江的课

堂实践体现了美术教育的本质， 以 “珍视每

一个生命的相遇， 并努力创造与每一个生命

共同的心缘” 作为自己教学研究的终极目

标， 这样的教学研究得出的启示极其深刻。

特点 在意象构建中展现创意自由

美术创意式教学要为学生积极创

设有利于激发创新精神的学习环境 ，

通过思考、 讨论、 对话、 表现等活动，

引导学生在美术活动中， 创造性地运

用美术语言， 表达独特见解， 达到强

化感受、 观察、 体验和表现等能力的

目的。

在美术教育生成式的创意性演绎

中， 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体现在他们对

课程的情感、 态度、 价值观上。 学生

对所表达的物象通过观察、 分析在脑

中形成初步的意象， 然后将这种视觉

意象通过语言描述等造型手段进行再

现； 在理解物象的基础上转换思路进

行创意想象和再造； 展示各自的创意

和作品， 相互介绍自己的创意， 生成

各自的审美经验， 形成感性认识和理

性思考。

美术创意式教学希望给孩子创建

美术文化学习的空间， 以美术特有的

方式表达情感， 通过艺术教育使学生

实现心灵与世界的对话， 用孩子的率

真荡涤心灵， 认知自我和世界。

美术创意式教学遵循教育规律 、

艺术规律和儿童认知规律， 是为有效

提高教学效果而采取的有创意、 有学

科特色的课堂教学内容、 方式方法和

教学智慧。 在美术创意教学中， 教师

更加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原创及直觉经

验， 并通过美术活动丰富学生的想象

力和审美能力， 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

能力。 在充满创意的课堂上， 让每一

个学生都成为创意和表达创意的主体 。

美术创意教学的核心是关注学生在美术

学习过程中的生命体验， 关注美术学习

的意义。

总之， 美术创意式教学就是教师创

意地教， 学生创意地学。 无论学生对美

术有无兴趣和基础， 只要走进美术创意

的课堂， 他们都可以做到提笔能创意地

画， 执笔能创意地写， 张口能创意地评，

动手能创意地做， 并从此爱上美术。 美

术创意式教学具有如下特点：

意象性 。 美术创意教学意象性强 ，

可以丰富学生的视觉经验和审美体验 ，

提高学生的美术创意和想象能力， 并在

意象构建过程中形成一种充满情感和个

性的意向， 产生对审美意境的兴趣、 愿

望、 追求和表现。

新颖性。 其新颖性在于创意的趣味

性。 美术课堂上丰富的教学内容、 有趣

的教学形式、 多变的教学方法以及师生

情感的互动， 都将促使师生积极主动地

投入到学习和创造中。

自由性。 其自由性是指在开放式的

教学活动中， 师生根据一定的教学情境

进行教学互动， 自由地寻求教学手段使

学生能够平等参与、 交互合作、 自由表

现。

表现性。 其表现性是指在具体的教

育环境 、 社会环境下 ， 学生利用感知 、

情感、 行为活动等对美术形象进行加工，

吸收真善美， 鞭笞假恶丑， 表现自己的

思想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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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神奇的美术课堂

■

陈卫和

在现在的教育背景下 ， 我们呼唤真

正的艺术教育， 呼唤更多的艺术教育家。

社会上已经普遍认识到： 科学教育必须

与人文教育相结合， 理性思维必须和感

性思维互相促进。 魏瑞江的小学美术创

意式教学模式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和启发。 通过他的教育教学案例， 我们

赞叹他坚持改革的勇气， 惊叹那宽松愉

悦的艺术教育方式， 感叹学生在美术课

堂上真情而出色的表现。 在他的课堂上，

他总是给学生发人深省的提问、 出其不

意的惊喜、 与众不同的感受； 把自已融

入天真的学生中， 在艺术与艺术教育上

达到了融通的境界。

他把教学视为一种同学生实现心灵

对话的途径， 以体现 “创意教学， 各美

其美， 美美与共， 育人育己” 的教学思

想。 我们不难发现， 他没有把主要精力

放在教学生画画上， 而是使学生得到与

其他课程非常不同的感受。 有时候， 他

在课堂上和学生做游戏讲故事， 对于不

愿意画画的学生也从不勉强。 这些做法

有时让学生不可思议， 但其目的就是要

把陷入应试教育中的学生激将起来， 让

学生改变习惯性的思维状态，让课堂上出

现真情实感的碰撞，擦出创造性思维的火

花，使学生获得蓦然省悟的体验。 我们常

看到一些不美的美术课、 不艺术的艺术

课，而他在美术课上却表现出了艺术课程

的独特之处， 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美术教

育，怎样启发艺术思维。

艺术需要返璞归真， 追求真善美，艺

术教育也不例外。 打开他的《老魏信箱》，

你可以看到学生们与他的心灵对话，向他

求知问道，师生间默契幽默、情同手足。 当

魏老师把自己融入学生中时，在大家的心

中，这就是一个浑然无形的“老魏信箱”。

魏瑞江对教育和艺术的理解过人一

筹， 具有很强的创造思维能力， 并始终

保持着教育的敏锐感觉， 坚持对学生进

行艺术塑造。 有一次， 他以 “太阳” 为

题让学生进行创意， 可一个淘气的学生

就是不画， 还随便说话影响课堂。 他采

用评价激励法引导学生 ： “为什么不

画？” “没劲！” “这个内容很有意思， 要不

要试试？” “不想。” 他又故意说： “很遗憾

又少了一张优秀的作品。” 学生听了老师的

话说： “我没有笔。” 他并不戳穿学生而是

压低声音说： “真正的用剑高手是不用剑

的。” “为什么？” 他蹲下身用手指在地面上

蹭了两下， 然后按在学生的作业纸上。 学生

不解地问： “这是什么？” 他答： “正在被

黑子侵蚀的太阳。” 学生领悟过来后赞叹道：

“高啊！” 下课后， 那个学生交上了一张用黄

色粉笔涂得满满的作业 ， 得意地对他说 ：

“

100

个太阳， 世间一片光芒！” 课后， 他在

教学反思中写道： 你用涵养与学生对话， 他

们也学着用涵养与你对话； 你用智慧与学生

交流， 他们也学会了用智慧与你交流……

魏瑞江得心应手地把握教学时机， 激发

儿童进入艺术状态， 发现和感受生活的哲

理， 真是 “此中有真意， 欲辩已忘言”。 魏

瑞江的美术创意教学善于把科学和艺术、 理

性和感性、 直觉和理智的思维方式结合起

来， 在同一时空里让感性和理性相互推进，

让情感与理智自我超越。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教育学院教授）

小 档 案

魏瑞江， 天津市河西区教育中心美术

教研员， 天津市美术特级教师， 天津市中

小学 “未来教育家奠基工程 ” 首期学员 ，

国家级美术骨干教师， 天津市美术学科带

头人。 现为国际艺术教育学会会员， 中国

美术家协会少儿艺委会委员， 天津市中小

学美术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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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从观察联想到创意表达

美术创意式教学的步骤和要求是

“观察联想

-

形成意象

-

创意表达

-

创意

展示

-

创意拓展”。 “观察联想” 指导

学生感知现象、 引发兴趣、 启发联想，

在主动参与观察、 分析的基础上抓住

对象的主要形态特征 ； “形成意象 ”

是让学生依据对物象的观察和分析形

成初步的意象 ， 发展空间思维能力 ；

“创意表达” 是在理解所表现物象的基

础上， 按照这个意象转换思路、 联系

引申、 发散思维、 变换迁移， 进行创

意想象和再造， 以拓展、 升华和深化

学生的意象思维， 形成新的创意， 丰

富视觉和触觉经验， 学以致用， 外化

创新； “创意展示” 是通过展示设计

将各自的创意作品进行展示， 并相互

介绍自己的创意， 以生成各自的审美

经验， 达成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 从

而获得美术学习创造的快乐和满足 ；

“创意拓展” 是将已获得的创意经验和

成果转换为对知识的再探索、 再发现

和再创造。

以小学六年级 《斜放着的书 》 一

课为例， 本课重点让学生了解成角透

视知识和规律， 画好斜放着的书。 基

于美术创意教学， 我将教学重点定为

引导学生对书进行观察认识和分析 ，

形成初步意象， 并进行绘画表现。 然

后， 结合形成的意象再进行创意表现，

让学生的情感随着意象表达得以抒发。

第一步， 观察联想： 教师指导学

生对摆放着的一本词典的外形特征进

行观察、 分析。 学生观察到， 一本书

是由封面、 封底、 内容和书脊组成的，

外形特征可概括为六面体。 也有的学

生联想到像一块砖， 将六面体的薄厚

转换为书的薄厚。

第二步， 形成意象： 教师引导学

生形成意象并进行绘画。

第三步， 创意表达： 在理解了外

形结构特征、 掌握了画法的基础上转

换思路、 发散思维， 对眼前的书进行

创意想象和再造， 启发学生提出创意。

教师： 同学们， 书籍是人类文化

的结晶。 在你们的学习生活中， 书带来

的是快乐， 还是烦恼？ 你又能对书发出

什么样的感慨？ 请结合你对书的理解进

行创意表达。

这时的书在学生的笔下 ， 已不再是

一本斜放着的书了， 而是充满各种神奇

创意和想象的书。 比如， 有的学生画了

许多书 ， 把它们罗列起来变成了台灯 ，

起名为 “书灯”， 还写上 “书是照明人类

的灯”， 表达对书的热爱之情； 有的学生

画了许多倾斜着的语文 、 数学 、 音乐 、

美术等教科书， 他认为， 如果只重视主

科， 忽略副科， 我们的学习就会像这摞

书， 摇摇欲坠。

第四步， 创意展示 ： 教师要尊重每

一名学生的创意， 并为学生提供更大的

空间展示创意； 在相互评价中拓展创意

思维， 以生成各自的审美经验， 获得成

功体验。

例如， 有一名学生画的书造型很一

般， 刚一展示就引来了学生的嘲讽， 但

她对作品创意的阐释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她画的是一本飘流在海面上的书， 书上

写着 “知识岛” 三个字 （见左图）。 单看

画面确实一般， 但她把书创意为一个小

岛， 还附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 “茫茫

的大海只有一个岛能够生存。” 这展现了

学生的优秀创意， 而美术创意教学凸显

了对儿童创意的尊重。

当我们再看此画时 ， 会有更深刻的

感受， 正如有位专家描述的那样： “意

象是似与不似之间的度量和把握， 给人

的恣纵的想象力和空灵智慧带来了极大

的自由， 也使艺术表现丰富而多样。”

第五步 ， 创意拓展 ： 学生在 创意

活动中充满了奇特的 ， 甚至是荒诞的

幻想……尽管他们的创意尚不成熟， 但

都是其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反映。 创

意拓展就是将学生已获得的创意经验和

成果转换为对知识的再探索、 再发现和

再创造。 例如， 可将学生作品制作成读

书、 爱书的公益广告招贴画， 还可以通

过分析儿童作品所表达、 揭示的问题进

行教育思考。

美术创意教学 发掘孩子与生俱来的潜能

创意已成为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力和竞争力， 是未来时代人才必需的才能。 身为教

育工作者， 要想培育出有创意的人才， 就要采用创意教学法。

艺术是形象的， 美的， 有情的。 美术课程的生成和创意性演绎体现了教师对新课

程改革、 知识、 教师角色、 教与学研究方法等的全面认识。 在师生的共同生成、 创意

性演绎中， 课程的基本过程是情境化、 人格化、 艺术化的。 所以， 教师对课程所包含

的不同艺术学科领域的知识并不是通过传统机械式的技术性传授， 而是通过一种文化

情境的生成， 让学生在感悟和体验中逐步获得知识要素 。 美术创意课程真正体现了

“教师和学生不是课程知识的接受者， 而是课程知识的创造者”。 从单纯强调学生技能

技巧的熟练转化为关注学生美术创意的产生， 再到学生美术思想的表达， 美术教育被

赋予了越来越宽广的发展空间。

专 家 点 评

让语文课

变得有趣味

■

山东省淄博市教学研究室 陈鲁峰

一次座谈时 ， 一位年轻老师提问 ：

“现在， 语文课上总有学生不认真听讲，

甚至趴在课桌上睡觉。 如何才能有趣味

地教语文？” 另一位老师说道： “即使在

课堂上增加一些插科打诨的材料， 也只

能调动一会儿的注意力。” 还有老师说：

“有趣味地教语文只是一味搞娱乐化的教

学吗？”

笔者认为 ， 实施有趣味地教语文 ，

不能陷入插科打诨、 一味讨好学生的误

区， 而要不断优化教学策略、 关注学生

的学， 善于挖掘文本的深层内蕴， 多方

位组织课堂活动， 关注时代发展与文本

之间的联系。 否则， 语文课堂就会陷入

空泛、 肤浅， 甚至庸俗的境地。

构建合作学习的趣味语文课堂 。 现

在， 不少年轻语文教师怕完不成教学任

务 ， 赶不上教学进度 ， 就在课堂上搞

“一言堂 ”， 较少关注学生的学 。 这样 ，

在教师声嘶力竭的 “轰炸” 下， 学生大

多成为语文课堂上被动的倾听者。 这是

目前很多年轻语文教师的教学通病。 只

有变 “一言堂” 为 “群言堂”， 让学生成

为语文课堂的主人， 构筑起师生、 生生

多维度、 多层面互动的交流渠道和途径，

激活学生语文学习的生命潜能， 让合作

学习成为课堂的主流形态， 才能激发学

生的语文学习兴趣。

也有很多年轻语文教师曾尝试过合

作教学样式， 但因未能建立起良好的合

作教学机制而又 “退 ” 了回来 。 其实 ，

构建合作教学机制只要紧紧抓住学习小

组 “组织者轮值制”、 “合作者分工制”

与 “学困者帮扶制” 等， 就能实现小组

学习的顺利运作， 提升语文教学的效益。

一些年轻语文教师没有对教学内容

进行适度筛选， 眉毛胡子一把抓， 把不

该作为合作学习的内容也一股脑儿地当

作合作学习的材料， 导致合作学习陷入

无重点、 无次序、 无价值取向等繁杂操

练中， 合作学习的趣味荡然无存， 还影

响了正常的教学进度。 构建合作学习的

有趣味语文课堂， 需要年轻语文教师精

选教学内容， 合理确定合作学习主题与

侧重点。

对文本实施深层 、 多元 、 个性化解

读。 目前， 不少年轻语文教师对文本缺

乏深度把握与个性解读， 不能有效组织

多样化课堂活动， 而是仅仅在学生已经

掌握的领域内串讲， 导致语文学习变得

无趣。 有趣味地教语文， 就要求年轻语

文教师全方位、 有深度地把握文本， 提

出 “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问题来。 比如，

有一位年轻语文教师讲 《祝福》 时， 由

于对教材文本理解不到位， 课上得一塌

糊涂。 我告诉他： “等下一次教 《祝福》

前， 你要尽量成为鲁迅研究专家。” 三年

后 ， 我再次听这位老师教 《祝福 》 时 ，

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 他抛出了课堂讨

论主题： “有人说， 祥林嫂是个没有春

天的女人， 你怎么认为？” 这一下子就把

学生研讨的兴趣调动起来了。

年轻语文教师要善于引领学生多元

化地解读文本， 让文本中的 “未定点”、

“空白点” 凸显出来。 例如， 一位教师教

《雷雨 》 时 ， 引导学生分析周朴园的性

格， 最后学生很一致地得出了虚伪、 狡

诈、 凶狠等结论。 教师到此为止， 未做

其他引导， 而学生形成了趋同化的思维

定式。 我希望他下节课再讲时， 对周朴

园的性格展开多元化解读， 提出 “周朴

园对鲁侍萍的感情都是虚假的吗” 等问

题。 他后来告诉我， 那节课学生的观点

分成了两派， 且各有各的理， 都能自圆

其说。 可见， 多元化解读加深了学生对

文本的理解和探究。

接通时代活水 ， 有效拓展 。 一些年

轻语文教师囿于文本教材范围， 陷入语

文知识的训练之中， 教学视野过于狭窄，

不能把时代活水引入课堂， 语文课堂也

就索然无味。

新瓶装旧酒， 可以让学生耳目一新。

例如， 受电视上 “感动中国” 栏目的影

响， 一位老师打起了颁奖词的主意， 让

学生在读完文本后， 给作者或文中人物

写颁奖词， 既巩固了所学， 又让学生练

习了写作。

文本即时拓展 ， 可以让学生的精神

状态更加专注。 例如， 学习 《我与地坛》

一文时， 史铁生先生刚刚去世， 有的老

师要求学生以 “史铁生， 一路走好” 为

主题写挽联或悼词， 抒发对大作家的依

依惜别之情， 教学效果很好。

提供相关联的时代材料 ， 可以让学

生历史地、 辩证地解读文本内涵。 例如，

教 《我有一个梦想》 一文时， 一位老师

提供了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时各新闻媒

体上有关消除种族歧视的评论， 还播放

了洛杉矶白人警察粗暴殴打黑人的视频，

让学生体会作者马丁·路德金当年写作此

文的意义， 思考文章的现实价值。

让美梦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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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少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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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魏瑞江作为教育部“园丁工

程中小学美术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班”学

员来京培训。 作为培训导师，我能与这批

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共同学习，算是一

份美好的机缘。 那时的魏瑞江朴实憨厚，

专业基础扎实， 善于学习又勤于思考，给

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0

年后的魏瑞江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品

性，并已成为全国美术特级教师群体中颇

具实力和影响力的知名教师。 他那充满神

奇和创意的课堂总能带给学生和老师思

考。 他在课堂上总是追寻着艺术的理想语

境，并敢于将学生视为艺术家，与学生进

行平等的艺术对话、思辨和创造，使学生

总能创造出具有创意又充满儿童率真的

作品。 对于魏瑞江来说，他的成长与他拥

有的梦想是分不开的。 他每一时期的梦想

与实现都带有教师职业的特质。

画家型的美术教师。 魏瑞江说：“我用

20

年的时间达成了做一名画家的梦想，想

再用毕生的时间努力实现成为一名真正教

育家的理想。 ”在小学美术教师中能够成为

画家的并不多， 而他确实是一位具有深厚

的艺术功底、又得到艺术界认可的画家。 难

能可贵的是， 他并没有把画家作为自己的

唯一目标， 而是把美术教学放在更重要的

位置上，在教学和艺术方面实现融通，创造

双赢。 他不仅读懂了艺术，读懂了儿童，更

读懂了教育。 他反思自己曾经用那些禁锢

了学生思维的专业方法， 认识到：“儿童在

绘画中充满率性而自由的表达是与生俱来

的， 而我想达到这样的艺术自由必须通过

多年的历练。 ”他的课堂也如学生描述的那

样：感觉就像进入了法国画廊，各个都变成

了美术大师，欣赏着一幅幅自己的画作。

实践型的美术教师 。 魏瑞江在实践

中提出的 “重构课堂的构想， 就是在研

究的基础上对课堂进行再设计、 再造和

重构”， 不仅体现了美术创意教学思想，

更重要的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走向文化

的美术课程。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 他

的美术创意式教学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

响， 如 “挑战自己———写生书包”、 “没

完没了”、 “流水作画” 等。 他逐步总结

出了一系列发掘和训练儿童创意思维的

内容和方法， 如趣味添画法、 快乐涂鸦

法、 想象训练法等。 他出版了案例专著 《老

魏信箱》， 其教学案例不仅仅真实地记录了

探索的过程， 也展示了对儿童创意潜能的发

掘与培养。 更值得嘉勉的是，当他从教师岗位

到教研员岗位后，依然勤于课堂实践，为老师

做示范教学。 他说：“教研员一旦离开课堂就

意味着他所拥有的经验相对滞后， 因为时代

不断发展，课堂在变，学生也在变。 ”

研究型的美术教师。一个研究型教师通常

又是一个创新型教师，因为他必须在现有的规

范中进行反思和研究，作出种种尝试以突破现

有规范，给原本大家习以为常的思想或行为增

添新鲜的东西。 从魏瑞江的身上不难发现，他

具备了研究型美术教师的潜质，包括独特的人

格魅力、多样的美术知识与技能、基本的教育

知识与技能和全面的文化理解力。他把课堂实

践作为研究儿童美术教育规律的重要内容。他

还将教学实践与教研活动结合起来， 形成了

“课堂教学即教研活动”的教研文化。

对于魏瑞江来说， 我更期盼的是发挥其

影响力， 并热切地期望有更多的魏瑞江们在

美术教育界出现。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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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瑞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