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主编：齐林泉 编辑：齐林泉 设计：王星舟 校对：冯华

电话：

010-82296589

邮箱：

jybwenhua@qq.com

微博：

http://t.qq.com/jybwenhua

文化 焦点事件

·

2013年 3月 6日 星期三

在阳光下美丽成长

———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纪实

■

本报记者 齐林泉 熊杰

“鹭岛二月春尚早， 浪飞波涌情

满怀。 闽南神韵添新彩， 艺术奇葩竞

相开。 英姿舞动少年志， 丹青绘就栋

梁材。 素质教育大园地， 锦幕开启歌

未来。” 从冰天雪地到春潮浪涌， 2

月22日， 带队前来厦门参加全国第

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吉林省

四平市教育局局长赵青山即兴赋诗。

从2011年10月启动， 由教育部

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这次展

演活动， 汇集了全国 31个省 (区、

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港澳台的

726所中小学校的7000余名师生， 他

们在艺术表演、 艺术作品展览和艺术

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等活动中， 高扬

“阳光下成长” 的主题， 集中展示了

三年来我国艺术教育部分优秀成果，

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小学生的精神风

貌， 在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同

时， 也深刻体现了当前中小学校对形

成自身文化优势的重视， 并使校园文

化创造力得到可喜提升。

向真 向善 向美 向上

《鼓浪屿之波》 的旋律在鹭岛的

星夜灵动悠扬， 舞台背景展现出海天

一色、 白鹭飞翔的美丽景象。 这是2

月20日晚在厦门闽南大戏院举行的

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开

幕式的序曲。 在欢快的节日氛围和律

动的舞台上， 参加开幕式的教育部副

部长郝平对本届展演表达了自己的期

待： “希望同学们充分展现当代中小

学生朝气蓬勃、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

貌。”

开幕式的表演正体现了这样的展

演基调。 《家乡的凤凰花》 以美丽的

舞姿和凤凰花般绚丽的色彩， 演绎了

厦门人民的热情。 舞蹈 《队歌飞扬》

体现了少先队员昂扬的精神面貌。 合

唱 《在灿烂阳光下》 及展演活动主题

曲 《飞向未来》， 气势磅礴， 展现了

广大中小学生对艺术的追求， 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在接下来为期一周的展演中， 无

论艺术表演类的声乐、 器乐、 舞蹈、

校园剧、 朗诵， 还是艺术作品类的绘

画、 书法、 篆刻、 摄影等， 无论是老

师还是学生， 评委还是选手， 赛场内

还是赛场外， 都以充满艺术韵味的不

同形式或实实在在的言行事例， 阐释

了当代师生充满正能量的精神风采。

“美术是自由的。 参展的美术作

品， 一年比一年丰富。 孩子们用个性

真诚、 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 使作品

的大胆创意、 浓郁特色、 海阔天空的

想象力和深刻思想内涵， 都得到一定

体现。” 已经连续三届担任全国中小

学生艺术展演艺术作品类评委的何韵

兰教授， 在展演第二天的评委专家点

评中， 概括了本届参展作品的总体特

点。

湖南郴州市嘉禾县城关中心校

彭畅参展的绘画作品 《有爱就有晴

天》， 描绘了暗色背景中， 一把明

亮温暖的大伞呵护着一群孩子， 他

们脸上充满了阳光般的笑容。 何教

授点评到， 这幅作品的获奖， 不在

于技能上过分雕琢， 而是更重在它

独特的创意和积极的主题， 使孩子

的爱心得到更真诚的表达； 可以看

到， 孩子全身心投入到了画画的过

程中， 越画越有趣， 心灵更加轻松

愉快。

“这次展演活动对我们来说很

难得。 为了排演节目， 我们很辛

苦， 但是很快乐， 对我们的成长是

一种激励。 ”21日上午，参加动漫真

人秀表演活动的厦门外国语中学高

中生于溪苗兴奋地说。 而在23日，

从刚刚彩排完管乐合奏《民间舞曲》

的舞台上， 几名同学搀着一个脚上

缠着绷带的女孩走下台来。 这名赛

前脚骨骨折的选手是来自上海市第

三女子中学的蒋皓云， 身为初三学

生， 她克服了课业压力和脚伤痛苦

等困难，最终走上了展演舞台。

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20日晚开幕式， 伴随着 《阿

里山的姑娘》、 《茉莉花》、 《东方

之珠》、 《红色娘子军》、 《七子之

歌》 等乐曲，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

子， 穿着不同民族服饰， 跳起热情

的民族舞蹈， 全场洋溢着中华民族

绚烂多彩的文化风情， 其中深厚的古

老文明底蕴激荡人心。

“我希望我的表演可以把台湾的

文化和民谣展现出来。” 来自祖国宝

岛台湾的台中双十中学小提琴手黄靖

倢同学， 正在开幕式演出的后台准备

着节目。 她说， 虽然第一次来大陆，

但跟想象的没什么区别， 对大陆太熟

悉了。

依托举办地厦门位于海峡西岸的

地位优势， 港澳台地区的中小学生得

以首次参加本次展演活动， 与大陆学

生同台演出。 由此， 两岸民众通过各

种渠道相互沟通， 彼此更加认同。

据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副巡视员万丽君介绍， 本届展演为让

更多的学生甚至当地民众成为受益

者， 被分为了三个阶段。 其中， 活动

基础性阶段是在各基层学校开展艺术

活动，参与展演活动县（市）的覆盖面

为84.3%， 地（市） 的覆盖面达到了

99.4%， 参加了展演活动的中小学校

超过80%。 这次在厦门举办的是全国

集中展演阶段，除了5806名参加演出

的师生， 还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观

摩团，300多万名热爱艺术的市民。

方老先生79岁高龄， 早上专门

从漳州赶到厦门， 下午2点不到就到

中山路踩点架设相机。 他从报纸上看

到， 这次展演活动三年一次， 机不可

失。 特别是得知有艺术“踩街” 活

动， 更是兴趣倍增。 他说要用相机

“装满快乐”。 在“阳光大舞台” 现场

观看的沈琪小朋友说： “我刚刚看了

舞蹈 《我的梦》， 一个腿有残疾的女

孩能坚强地站在舞台中央， 她的梦实

现了。 我觉得很感动， 我也要有一个

梦。 ”

一周的展演活动， 整个新春的鹭

岛， 处处歌舞， 处处欢笑， 淹没在生

机勃勃的艺术海洋之中。 正如教育部

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在

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 全国中小

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是全面贯彻教育方

针、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促进艺术教

育改革发展的助推器， 也是大力推进

文化传承创新、 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

园的一次生动实践。

校园文化创造力获得彰显

来自徐霞客故乡的江苏江阴市第

一中学男子群舞 《天地走霞客》， 是

整个展演活动舞蹈节目的开篇之作，

在古典、 清逸的舞曲中， 22名队员

演绎出了旅者的不羁与飘逸， 用舞姿

展现了当代中学生持之以恒、 不断探

索、 坚忍不拔的霞客精神。 带队前来

的江苏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处副处长刘扬生介绍了江苏省普及艺

术教育、 提高学生内在素养与审美品

位做法及效果。 她说， 《天地走霞

客》 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它的创作

有历史厚度， 有地域特色， 又富有时

代风格和校园特征， 结合了学生特

点， 贴近学生的精神生活， 富有创意

又具较高的艺术水准。

在22日晚上进行的第二场舞蹈

展演中， 同是军旅题材的舞蹈来自中

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女子群舞 《出

发》 和来自海南琼海市嘉积中学的

男子群舞 《红蓝军》 引起了全场的

轰动， 同时也引发了争议。 一个典

雅细腻、 充满青春坚韧的张力； 一

个阳刚粗犷、 张扬着血气方刚的朝

气。 担任舞蹈排演工作的厦门市舞

蹈家协会主席曾若虹这样说， 两个

舞台效果处于伯仲之间的舞蹈， 应

该看哪一个属于原创作品， 具有自

己特色的原创艺术当然是被首先看

好的。

在24日上午的舞蹈类评委专家

点评会上， 评委明文军认为， 本届

舞蹈类节目充分体现了对地域文化

的关注与传承， 选材的成人化倾向

得到了改观， 舞蹈语言也初步具备

校园舞蹈的雏形， 表现了青春、 个

性和阳光， 这是最为可贵的。

26日， 作为本次展演的压轴，

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召开。

会上， 除了各地教学实践经验交流，

一些专家和教师提出了目前学校艺

术教育课程不足， 师资和设备短缺

等问题， 呼吁因地制宜创新艺术教

育方式， 以适合的方式使学生提高

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 倡导利用好

社会资源 、 文化设施 ， 推动学校

艺术教育与当地社会文化建设相

结合。

在报告会上， 教育部艺术教育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文联原副

主席仲呈祥等专家学者， 从艺术教

育需要文化引领的角度， 针对当今

社会文化中的一些现象， 阐述了艺

术教育的育人作用， 并就艺术教育

的“异化” 现象进行探讨， 指出艺

术教育应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起点上。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胡金波则提出，

艺术是“呈人之美”， 艺术教育就是

“成人之美”， 教育局局长要成为善

于“成人之美” 的人。

学会与汤姆猫、小黄鸡一起生活

■

石国亮 李培晓

“小黄鸡” 是人人网上的智能聊

天机器人。 这个出生不到三个月的小

东西， 引发了几百万青少年网友“调

戏小黄鸡” 的疯狂热潮。 与此同时，

这些年轻网民手中的苹果手机和平板

电脑中的汤姆猫， 还在他们的“调戏

下” 吃力卖萌。 作为新媒体的使用主

体， 当代青少年无疑是新媒体时代的

主要受益者、 参与者。

文以载道， 道以化人。 不同时代

的人对文化载体的选择是不尽相同

的。 一直以来， 主流媒体作为主流意

识形态传播的载体和阵地， 对青少年

的启蒙和教育发挥着重要功能。 然

而，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

现， 逐渐改变了这一态势。 从1987年

发出第一封“跨越长城， 走向世界”

的电子邮件起， 中国互联网从无到

有， 从小到大， 日益显露出朝气蓬勃

的青年气象。 而80后、 90后青少年的

成长之路恰恰与互联网的兴起轨迹同

频共振。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3年1月15日公布的 《第31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到2012年12月底， 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5.64亿， 手机网民达到4.2亿。 其中10

岁到39岁的青少年网民规模达4.49

亿， 占全部上网人数的79.7%。 这使

得当下的青少年发展更多地呈现出新

媒体特征。 正如中国青年网执行总

编蔺红玉在第11届中国网络媒体论

坛上所言： “如今的互联网， 已经

成了青少年的器官， 成为他们生命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新

媒体以特有的零时差、 零距离、

零空间的运行特征， 以及信息量

大、 图文并茂的强大优势， 有力

地推动了青少年发展由社会发展

的边缘向中心聚集， 助推青少年

的全方位发展和立体化参与。 特别

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文化具有了属

于自身的新的发展形态。 对于青少

年而言，他们是最先接受、最易接

纳新媒体的“用户”。 青少年借助新

媒体载体， 释放自己的价值诉求，

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展示自己的

生活方式，从而创设了一种属于自

己的文化形态， 即新媒体时代背

景下的青少年亚文化。

而这种偏离于社会主流文化

中心的“青少年亚文化” ,赋予了

当代青少年以极强的文化反哺能

力， 即青少年以其对新事物的敏

感、 较高的接受能力和较强的社

会适应能力， 获得了反哺成人的

能力和机会， 构成了一种文化上

的反哺。 网络语言就是新媒体时

代青少年文化反哺的一个“代表

作”。 以网络语言为载体的网络小

说蹿红于各大网络， 而网络视频、

网络游戏等都已跻身十大网络应用

之列。 青少年在这些领域的行为和

意识， 强有力地影响着成人对网络

艺术的认同态度和思想观念， 凸显

了青少年文化反哺的影响力。

然而， 这种新媒体现象背后也

隐藏着一系列潜在的负面影响。 网

络低俗、 不良文化对青少年的道德

养成带来不可避免的误导， 网络谣

言、 网络犯罪更是给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埋下不小的隐患。 新媒体建构

起来的， 是一种全新的虚拟与现实

相互交融且又彼此相对分隔的社会

文化环境。 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和

价值观念摆放在一起， 不可避免地

出现混淆和矛盾。 加之青少年的判

断能力还不强， 难免产生价值观上

的冲突。 这也就容易导致青少年出

现对权威认知的偏离、 内在疏离感

与孤独感产生， 甚至出现人际交往

障碍等方面的认同危机。

面对新媒体这一崭新的文化环

境， 除了采取开发信息过滤软件、 屏

蔽不良信息、 新媒体关注热点监测、

完善新媒体监管相关法律法规等手

段， 避免和防范新媒体对青少年的负

面影响， 为青少年健康发展、 有序参

与营造积极、诚信、健康、文明的新媒

体生态之外， 充分发挥新媒体的技术

与功能优势， 释放引导青少年健康成

长的正能量，无疑是首当之举。这就需

要我们改变以往灌输式、 单一化的传

统教育引导方式， 用青少年喜闻乐见

的网言网语、潮人潮事，用青少年喜欢

的话语体系， 引导青少年发展。

“未来的成功， 需要我们去拥抱

年轻人的价值观和原则……事实上

是全新时代进入了青春期。” 在前一

段时间召开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丁·拉

加尔德的激情演讲， 成了全世界青

少年最乐于聆听的“好声音”。 其

实， 类似的礼赞不难听到， 但让青

少年困惑的是， 自己的声音却常常

难以让世界听到。 这是因为， 时下

大多数青少年手里并没有“麦克

风”。 这就需要让他们的呼声得到理

性而有序的表达。

近几年， 我们也看到一些积极的

行动。 比如， 从2012年2月中旬开始，

“@广东共青团” 发出这样一条微博：

“哪家青春不呼喊？ 青们， 顶起属于

我们的‘青春体’， 喊出我们的声

音！” 跟大家聊青春， “青春体” 就

此持续火热升温， 满屏可见以此为格

式仿写的青春故事， 聚拢在“@广东

共青团” 的粉丝数量升至几百万。 再

如， 2012年9月首映的微电影 《幸福，

就在下一站》， 是由江苏团省委抓住

当下青少年对幸福真谛的困惑， 操刀

拍摄的， 获得了各方赞誉。 他们的做

法给我们带来启示， 就是在把握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同时， 要更加善于用新媒体手

段和文化元素来创造吸引凝聚青少年

的路径、 引导青少年的载体， 关注他

们、 关心他们、 关爱他们， 促进他们

全面发展。

但是， 如何用好新媒体， 与青少

年形成有效互动， 仍是一个充满挑战

的时代课题。 对此， 香港特首梁振英

在与香港青年在线交流时， 为我们提

供了一种破题的思路： “青少年是我

们主要服务的对象， 稍微长远的政

策， 一定要跨代合作。”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

学院）

研学旅行

2月2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民

旅游休闲纲要 （2013—2020年） 的通知》 向

全国印发了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 （2013—

2020年）》， 纲要中提到“逐步推行中小学生

研学旅行” 的内容。 随后， 安徽省教育厅下

发通知， 决定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试

点工作， 让学生们走出校园去认知社会， 体

验集体生活， 培养实践能力。 据该省教育厅

的试点方案， 研学旅行是由学校根据区域特

色、 学生年龄特点和各学科教学内容需要，

组织学生通过集体旅行、 集中食宿的方式走

出校园， 拓展视野、 丰富知识。

文化食粮

２月２２日， 中央文明委在北京召开全

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 文化部部长蔡武作为成员单位负责人作

《让优秀精神文化食粮陪伴未成年人成长》

的发言。 他提到， 文化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

精神力量， 在未成年人的成长历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优秀的文化产品能感染人、 教育

人和塑造人， 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 2012

年， 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 文化

部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文化工作， 大力繁荣文

艺作品创作生产， 切实提高面向未成年人的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不断加大网吧、 网络游

戏市场管理力度， 力争让广大未成年人享受

到丰富、 健康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 下一

步， 文化部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精神， 按照本次会议的统一部署， 认真履职

尽责， 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文化工作， 为广

大未成年人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

学习粉丝团

自2012年11月起， 各大微博平台上出现

了一个神秘微博。 它以对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亲切的俏皮称呼和超越主流媒体的相关信息

发布速度引发热议。 2月9日， 据外媒报道，

学习粉丝团博主真实身份是肄业大学生， 现

在是江苏无锡的一名打工者。 据网友评论，

该微博的经验值得传统媒体和官方政务微博

学习， 即满足时代背景下公众对政务信息公

开与透明的新需求， 改变文风和作风， 及时

为公众呈现更真实、 更亲和的领导人形象。

同时， 该微博也用平实的语言， 展示了群众

和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映射出民众对权

力的认识逐渐回归常态， 体现了民众的自觉

和中国政治文明新的提升。

树洞画

2月， 在大连工业大学视觉传达系读大

四的石家庄市女孩王月， 通过街头立体画的

方法， 在树皮、 电线杆上的破损处作画。 去

年底， 王月确定了自己的毕业设计方向———

废墟艺术。 寒假回家后， 打算在一些残缺的

外墙上涂鸦， 用画笔遮掩住街上的瑕疵。 母

亲带她逛了石家庄市九中街路后， 她看见路

边很多树皮、 电线杆上有破损， 于是决定利

用这些破损的不同特点进行创作。 据称， 她

画画要根据树皮或电线杆的具体破损情况，

现场进行创意， 时间一般需要半个小时到三

个小时不等。 目前她已经完成6幅画作： 害

羞的小浣熊、 精灵般的小松鼠、 趴在洞口向

外窥探的小猫等。 这些惟妙惟肖的小动物与

漂亮的风景画塑造出了一个美丽的童话世

界， 给城市冷色调的冬天带来了绿色生机。

（齐林泉 辑）

首批外语中文译名将发布

PM2.5的中文是什么意思？ 把SARS叫

成非典是不是准确？ 2月27日， 主题为“落

实 《语言文字规划纲要》 提出的举措， 积极

推进外语中文译写工作” 的外语中文译写规

范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 各成员单位就2013年工作计

划以及如何做好外语中文译写规范工作展开

了积极的讨论。 随后会议提出， 联席会议要

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以及专家委员会的作

用， 完善审定和发布机制， 积极稳妥推进外

语中文译写工作， 力争尽快发布一批外语中

文译名， 以引导社会规范使用。

据悉， 2012年1月7日， 经国务院批准，

由国家语委牵头的外语中文译写规范部际联

席会议制度正式成立。 联席会议由中央外宣

办、 中央编译局、 外交部、 民政部、 广电总

局、 新闻出版总署、 新华社、 中科院等10个

部门和单位组成。 （齐林泉）

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开幕式表演。 齐林泉 摄

艺术“踩街” 活动。

齐林泉 摄

创作树洞画。 李悦 摄

汤姆猫 网络共享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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