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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柏安与他的乐器 武宣 摄

日前， 一场独特的考试在台湾师范

大学举行， 该校表演艺术专业的

26

名学

生在校园内及校门口水池中表演舞蹈 ，

以展示学习成果。

吴景腾 摄

（新华社发）

大学公共艺术教育向何处去

———江苏省内12所高校大学生艺术素养的调查

艺术欣赏水平高于艺术知识的掌握

该调查主要从学生的艺术兴趣、 艺

术知识、 艺术欣赏和艺术表现能力四个

方面了解学生的艺术素养水平。 每个学

生艺术素养总分由这四个维度得分相加

而成。 问卷设定大学生艺术素养最低分

为29分， 满分145分。 调查显示大学生艺

术素养分数集中分布于70分—90分之间。

大学生艺术素养总均分明显低于问卷设

定的平均水平， 说明大学生艺术素养的

总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下。 其中， 大学生

的艺术兴趣和艺术欣赏水平略好， 而艺

术知识的掌握和艺术表现能力明显低于

中等水平。

艺术素养水平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

文科大学生艺术素养水平明显高于

其他三类专业 （工科、 理科、 社科） 的

大学生； 生源地为城市的大学生艺术素

养明显高于来自农村、 乡镇和县城的大

学生。 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艺术素养明显

低于来自县城和城市的大学生， 但和来

自乡镇的大学生比起来， 没有差别； 接

受五年以上艺术教育的大学生艺术素养

分数明显高于接受五年以下艺术教育的

大学生， 接受校内和校外艺术教育的大

学生艺术素养分数明显高于只接受校内

艺术教育的大学生。 除此之外， 大学生

艺术素养分数在其父母受教育水平、 父

母艺术兴趣、 家庭收入、 消费水平维度

均具有显著性差异， 三个维度水平越高，

大学生的艺术素养分数越高。 大学生艺

术素养分数在性别、 学业水平维度没有

差异性。

艺术素养处于低等水平的大学生人

群主要集中于男生、 理工科学生、 父母

受教育程度低、 家庭收入与消费水平低、

接受艺术教育时间较短且接受的艺术教

育形式较为单一的学生人群。 大学生艺

术素养高分组集中在女生、 文科专业、

生源地为城市、 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

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较高、 接受艺术教

育时间较长且形式多样的人群。

母亲的艺术兴趣是重要影响因素

面对问题“我认为影响我艺术素养的主

要因素是”， 有超过一半的大学生都认为艺

术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在于自身的兴趣。 学

校艺术教育的作用排第三位， 处于家庭的艺

术氛围影响之后， 表明大学生并不把学校艺

术教育看做是提升他们艺术素养水平的最重

要因素， 更多的将影响自身艺术素养的因素

归因到自身兴趣和家庭艺术氛围。

在社会文化氛围、 高校艺术教育、 母亲

的艺术兴趣和父亲的艺术兴趣四个主要相关

因素中， 与大学生艺术素养水平相关性最高

的首先是母亲的艺术兴趣， 其次为大学生所

在城市的文化氛围， 再其次为高校艺术教

育。 艺术教育的时间与类型都和学生艺术素

养水平具有相关性。 两者相比， 与接受艺术

教育的类型相关度更高， 这说明校内外多途

径的艺术教育有利于学生艺术素养的提高。

具有比较积极的审美观与艺术观

71.0%的大学生认为判断美丑的价值标

准是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只有12.4%和6.3%

的大学生认为判断美丑的标准在于社会倡导

的主流和流行时尚。 大学生认为最能体现

“美 ” 的前三项为和谐 、 善良和天然 。

85.3%的大学生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情感的表

达， 只有6.8%的大学生表示不清楚艺术的

本质是什么， 说明大部分大学生已经形成了

自己对于美、 艺术本质的认识。 91.7%的大

学生认为艺术对人的主要作用为陶冶情感、

愉悦身心， 78.5%的大学生认为艺术对人的

主要价值为丰富想象、 发展创造， 64.9%的

大学生认为艺术对人的主要价值为增长知

识、 拓宽视野， 可见大学生已经充分肯定了

艺术对个体发展的价值。

具有明显的艺术偏好

中西方艺术相比， 大学生更喜欢中国艺

术； 古典艺术与现当代艺术相比， 大学生更

喜欢古典艺术。 在音乐、 美术、 舞蹈、 戏剧

四个艺术门类中， 音乐是大学生最为喜欢也

最为擅长的艺术门类， 喜欢和擅长舞蹈、 戏

剧的大学生人数很少。

▲喜爱不同艺术门类的大学生人数及占

被测总人数比例分布图

利用社会资源

涵养校园艺术

■

易晓明

大学生艺术素养的提高不

仅需要加强高校的公共艺术课

程， 更应积极建立高校与社会

的联系， 为大学生提供丰富的

艺术教育资源和氛围。

毋庸置疑， 学校艺术社团

在满足学生的艺术兴趣， 提高

其艺术素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高校应积极建设艺术社团，

吸纳各种资源， 让更多的学生

参与其中。 南京大学非常红火

的古琴社团成立于

2004

年， 该

社团的宗旨就是 “广泛团结古

琴爱好者、 民乐爱好者、 乃至

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 以古琴

为切入点 ， 弘扬民族传统文

化。” 社团活动形式丰富， 如邀

请著名古琴演奏家表演、 办讲

座， 社团成员定期演出， 联合

其他传统文化社团共同举办雅

集等活动。

此外， 高校还可以借助社

会资源着力策划全校师生共同

参与的，每年定期举办的大型艺

术活动或艺术节。这不仅有利于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也

有助于教师艺术兴趣和素养的

提高，形成全校参与艺术、感受

艺术、交流艺术、创造艺术的良

好氛围。比如南京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近期承办了江苏省“高雅艺

术进校园活动”作品展，展出了

江苏多位知名画家的作品，吸引

了众多大学生、教师的参观和欣

赏，师生一起近距离接触大师作

品， 既丰富了审美经验又提高

了艺术欣赏水平。

目前， 我国许多高校都有

艺术教育中心， 高校之间可以

合作， 调动多方艺术教育资源，

统筹策划各种形式、 规模的校

园艺术活动， 使得丰富的艺术

活动成为学校一道长久而亮丽

的风景。

伴随着我国文化发展战略

的不断推进，众多艺术馆、博物

馆、图书馆等文化艺术机构已经

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这在很大

程度上为公民提高自身的艺术

素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但与国外相比， 我国文化

艺术机构的教育功能还有待加

强和发展。

一方面， 我们需要拓宽教

育的内容和形式， 除了原有的

一些艺术讲座、 沙龙之外， 可

以开办针对不同人群的艺术创

作坊， 提供人们欣赏和艺术创

作的机会； 可以加强网站的教

育功能， 提高其互动性， 拓展

公众接触和了解艺术的时空环

境。 比如， 许多国外的艺术博

物馆网站上不仅有网上展厅 ，

而且很多作品配有解读资料 ，

还有供大家讨论的艺术论坛 ，

等等。 另一方面， 需要增加多

渠道的宣传， 吸引更多的观众

进入艺术场所。 比如通过网站

和各种媒体的宣传， 在公众场

所投放各种活动宣传手册等。

同时， 文化艺术机构可以

和高校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

定期为大学生提供一些有针对

性的艺术活动项目。 比如， 江

苏省昆剧院与南京部分高校合

作的 “昆曲进校园” 项目已经

取得了一些成效， 这让更多的

学生了解和喜爱了昆曲这一具

有魅力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 。

此外， 文化艺术机构还可以多

招募大学生志愿者， 让他们在

参与服务活动中， 提高自身的

艺术素养。

校园达人

XIAOYUANDAREN

江柏安：校园高雅音乐的守望者

■

通讯员 肖珊

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工科生陈奎在同事和

朋友眼中很神———编程时常情不自禁地哼着

柴可夫斯基的 《如歌的行板》， 酷爱比才的

《卡门》， 对门德尔松的作品如痴如醉……这

些特质， 让陈奎这名工科生平添几分优雅。

陈奎是“血统” 纯正的工科生， 他身上

的艺术气质全拜江柏安所赐。 大学本科四

年， 陈奎宿舍的四位男生全是江柏安的粉

丝， 从江柏安开的专业课， 到江柏安面向全

校学生的公选课， 再到江柏安主持的“周末

艺苑” ……他们一路追随到底。

在武汉大学， 谈论江柏安并加入他的粉

丝群是一件很时髦的事。

“音乐就像维他命一样， 与我相依相随，

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体征。” 江柏安如是

说明音乐在他生命中的分量。

“普及高雅音乐” 是他从教近30年的事

业。 在他看来， 学生选修音乐课程是

“一种文化接触”， 身心愉悦。 他认为，

“音乐的美感与哲学的理性相贯相通。”

在江柏安的课堂上，他常常出怪招，把

课堂氛围弄得“险象环生”，常常令学生陷

入“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情感中。

“请喜欢蔡琴的同学举手。” 静默片

刻后， 终于有位大二女生举手了。 “喜

欢蔡琴的应该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啊，

这位同学内心这么深沉？” 女生脸“刷”

地红了， 课堂上笑声一片。 “不过， 你

好有品位啊， 居然小小年纪就能欣赏蔡

琴音乐之美， 而且跟江老师是同好耶！”

江柏安标志性的“港台腔” 彻底“放倒”

了大家。 “但是， 蔡琴的音乐为什么好

呢？” 江柏安操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趁机

发问， 接下来， 一堂关于乐理、 旋律甚

至台湾流行音乐文化的课娓娓道来。

听过江柏安选修课的人， 即使后来

忘记了具体内容， 也会对他的幽默风趣记忆

犹新。 生命科学学院2001级本科生汪洋在

跟学弟学妹推荐江柏安的选修课时， 常津津

乐道一个段子： 江柏安主持一场关于箫文化

的讲座， 一首曲子吹完， 江柏安说： “大家

觉得这位老师刚才这首 《阳关三叠》 吹得怎

么样？ 联通用户请发送到1234567， 移动用

户发送到7654321， 小灵通用户发送到不管

三七二十一。” 台上的江柏安一本正经， 台

下的学生笑得东倒西歪。

这种讲课风格是天生的？ 江柏安的回

答： 非也！ 他说多年的经历让他养成了乐观

的心态， 而且他也很重视来自心理学的启

发， “一定要让自己的听话对象兴奋， 在这

种兴奋的状态下， 人对信息的吸收能力是最

强的。” 这种讲课风格很对学生的路子，很多

“五音不全” 的学生在上了江柏安的课后，都

由衷地说，“江老师消解了我们这些乐盲对高

雅音乐的恐惧。 ”“高雅音乐并不只属于少数

精英阶层，音乐是没有阶级的。 ”

在学生心中， 江柏安无疑是一位麻辣老

师， 他的波浪卷发、 潇洒的捋发动作、 正点

的“港台腔”、 “诡异” 的考试方式、 答对

课堂问题有奖品的小花招等， 令学生觉得学

习乐理知识虽然枯燥却欲罢不能。

“作为老师，要注意培育、发现和呵护学

生的个性。 ”当笔者好奇地提起3年前发生在

鲲鹏广场的“校园传奇事件”时，江柏安很平

静地说。 2007年6月9日，即将赴北大读研的

工科学子丁杨， 在鲲鹏广场举行了一场几近

疯狂的特殊音乐会，他从晚上7:00到第二天

上午9:00，连续将现代派作曲家萨蒂的钢琴

曲《烦恼》演奏了840遍，“在毕业离开之前，

想实现一个梦想，当作送给自己的礼物。 ”而

帮丁杨实现这一疯狂梦想的人，正是江柏安。

在江柏安近30年的不懈努力下，武大学

子的音乐欣赏氛围渐入佳境， 以经典和民族

音乐为主体的“周末艺苑”场场爆满，扭转了

流行歌曲独霸校园的局面， 这在全国高校也

不多见。

如果你在武大校园里， 与一位穿着白衬

衫牛仔裤、留着潇洒的齐肩波浪卷发、笑容弧

度较大的中年老师擦肩而过， 那么， 毫无疑

问， 你邂逅了曾获武大杰出教学贡献校长奖

的江柏安。

“卷发是我的标志， 我不舍得剪掉它。”

江柏安曾对学生如此戏言。 其实， 江柏安的

标志， 又何止卷发……

青春酷评

QINGCHUNKUPING

校园锐视

XIAOYUANRUISHI

编者按 大学生的艺术素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的艺术素养水平，而且也影响着今后他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所以了解

当代中国大学生的艺术素养状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易晓明带领调查团队自主设计调查问

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江苏省境内的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

12

所高校中，抽取了

1440

名非艺术专业大三学生，

向他们发放问卷，调查当代大学生艺术素养现状，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6.1%

。 今天开始，本刊推出大学公共艺术教育专题，敬请关注。

■

易晓明 杜丽姣

调查结果

荩荩荩

复旦大学：

暑期国际课程吸引全球学子

■

通讯员 吴佳桐

日前， 复旦大学首次推出“复旦暑期国

际课程项目”， 旨在为中外学生提供“了解

中国， 体验上海， 融入复旦” 的机会； 搭建

中外学生交流沟通的新平台， 促进多元文

化、 多元思想的碰撞。 同时， 这一项目也是

复旦大学学术研究“走出去” 的重要一步，

为学校的国际化进程打造又一张名片。

此次暑期国际课程项目面向世界各高校

在校生及学校本科生、 研究生开放， 为期5

周， 开设了14门全英文学术课程及4个级别

的汉语语言课程供学生选择， 授课均由该校

师资担当。 项目结束后， 完成修读的学生可

获得复旦大学暑期国际课程修读证书， 所修

课程可在各自学校认定相应学分。 报名学生

中欧美生比重较大。

项目课程安排紧扣中国特色， 其中学术

课程部分围绕中国主题， 划分为社会政治、

历史文化、 经济管理三个模块， 以学术研究

的视角， 向中外学生介绍中国的历史与现

实。 此外， 除学术课程和语言课程， 项目中

还安排了国画、 书法、 剪纸、 太极等文化课

程及北京、 西安等地的游览活动。

截至目前， 已有来自美国、 加拿大、

德国、 意大利、 丹麦、 西班牙等十几个国

家的学生110多人提交了项目申请， 其中欧

美学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且不乏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 多伦多大学、 纽约大学、 不

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国际一流名校的学生。

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也吸引了美国顶

尖文理学院威廉姆斯学院、 威尔斯利学院、

戴维森学院的学生加入到暑期国际课程项

目中。 “从目前的报名情况看， 参与此次

暑期国际课程项目的学生层次是很高的，

而且经过各校的选拔推荐。” 复旦大学教务

处副处长王颖表示。

在此次项目中， 各国学生在多元文化背

景下， 不同视角和思维进行碰撞交流， 拉近

距离， 开阔视野， 取长补短， 共同进步。

暑期课程是世界各地一些高校在每年6�

月至8月的暑假期间， 为国内和国际高中生、

大学生以及社会人士开设的项目， 时间为3

周至12周不等， 通常分为两类： 一是语言强

化课程， 一般无学分； 二是学术课程， 一般

授予学分。

2009年和2010年， 美国哈佛大学首次

将暑期课程项目带到中国， 与复旦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合作推出为期6周的“哈佛—复旦

暑期项目”， 哈佛和复旦的教授联合讲授3门

生物医学领域的精品课程， 使用哈佛教材，

强调方法论教学。 来自复旦、 哈佛的31名学

生共同参与了这一项目， 在合作学习中增进

了解和沟通， 并获得新的自我认知。

2010年和2011年， 复旦大学历史系连

续开办了两届留学生奖学金暑期学习班。

美国、 加拿大高校在校生经学校推荐， 来

华参加暑期学习班， 并享受上海市政府的

奖学金资助。 项目吸引了一批优秀的美、

加留学生的参与， 并获得了学生和其所在

大学的好评。

今年， 在上海市政府的继续支持下， 复

旦大学首次在全校层面开办暑期国际课程项

目。 与以往相比， 生源更加多元化， 课程设

计更具系统性， 项目活动更加丰富， 因此将

产生更加广泛的国际影响。 这一尝试将在复

旦大学的国际化办学战略进程中成为一个标

志性节点。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表示， 希望

院系间相互支持和协调， 组织好优质的国际

课程资源， 落实好项目所需的支撑条件， 确

保国际课程项目高水平可持续地运作， 形成

复旦的品牌特色。

学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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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院校众多， 教育水平较高，

所以根据本调查所呈现的结果， 对当前

高校艺术素养教育提出如下对策：

强化对理工科学生的艺术素养教育

艺术素养不仅体现为积极的审美态

度、 丰富的情感体验， 而且促进人的创

新思维的发展。 许多科学家、 经济学家、

政治家等卓越人士都认为艺术素养对他

们各自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如今， 世界许多著名高校， 比如哈佛大

学、 牛津大学等， 都已经将艺术素养教

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并且形成了比

较完善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 我国高校

亦应加强大学生艺术素养教育， 将其作

为人文教育的核心部分， 从管理制度、

课程等方面切实保障其有效实施。 艺术

素养教育不仅要面向全体学生而且更应

重视理工科、 社科类学生艺术素养的提

高， 理工科专业且来自农村、 家庭经济

水平差、 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男生是高

校艺术教育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

重视艺术史学习和艺术实践

从此次调查看， 学生艺术素养的各

维度都有待提高， 尤其是艺术知识和艺

术表达能力。 因此， 高校应开设相应的

艺术理论课程， 如开设艺术史， 一方面，

在于将艺术作为一种文化而非技能来讲

授， 让学生在艺术与人类生活、 社会政

治、 经济、 科学等的联系中， 更好地理

解艺术对于人和社会发展的价值； 另一

方面， 学生可以更系统地欣赏人类各时

代、 各民族地区的优秀艺术作品， 积累

基本的艺术知识， 提高艺术鉴赏力。

同时， 高校也应该增添艺术创作实

践的内容和课程。 尽管高校艺术素养教

育不强调专业艺术技能的训练， 但多让

学生参与艺术的创作和表达， 不仅能够

促进他们更好地感受艺术， 而且有助于

发展他们基本的艺术表达能力， 学会在生活

中运用艺术抒发情感、 美化生活。 超过一半

的大学生表示最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艺术创

作或表演能力。 所以， 今后高校要多创设针

对全校学生的艺术实践活动。

建立艺术素养教育与生活的联系

当今世界艺术的发展已经冲破了古典、

高雅艺术的框架， 各种不同风格、 不同创作

材料的当代艺术层出不穷， 艺术越来越走向

多元与综合。 同时， 精致艺术与大众艺术、

艺术与人们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也不断打破

和融合。 笔者认为， 今后高校艺术素养教育

在内容上应该反映当前世界艺术的发展趋

势， 一方面， 扩大学生的艺术接触面， 让他

们能够了解和感受更多的艺术形式； 另一方

面， 体现出时代性和生活性， 积极吸纳学生

生活中的大众审美、 艺术形式， 引导他们去

感受身边的美， 发现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

合， 丰富他们的审美经验， 关注许多新出现

的大众审美文化现象， 比如当今的各种选秀

活动， 等等， 积极回应学生所遇到的审美困

惑， 从而帮助他们确立一种积极的审美情趣

和价值取向。

创建浓郁的校园文化艺术氛围

从对影响大学生艺术素养的因素分析可

以看出， 艺术氛围对学生艺术素养的形成和

提高有重要的作用。 所以， 今后高校应该通

过各种学生、 教师艺术社团的建设， 定期艺

术活动或艺术节的举办， 调动全校师生的

积极性， 创设良好的校园艺术氛围。 比如

哈佛大学全校性的“艺术优先 （ART�

FIRST）” 艺术节就非常有特色。 这个艺术

节从1993年起， 如今已经成功举办了19届。

这是校园中规模最大、 历时最长、 参与人

数最多的艺术节。 每届艺术节都包括200多

个艺术节目， 有各种各样、 规模不等的艺

术创造性活动， 整个校园充满着浓郁的艺

术气氛。

（易晓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教授； 杜丽姣，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教育对策

荩荩荩

画说校园

HUASHUOXIAOYUAN

水

中

“

漫

舞

”

关注大学公共艺术教育·

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