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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0
日至23日，在“第五届
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
益博览会”上，来自中
国、美国、日本、加拿
大、法国、芬兰等多个
国家的教育同行，共
同奉献了一场有2036
项国内外教育创新成
果的展览，为中国教
育带来了一场创新教
育的饕餮大餐。

第一次参加此次
展会的凤鸣山小学，
也携“大美教育”成果
惊艳亮相，展台上美
轮美奂的学生作品，
引来国际友人的青
睐；立足学科美育、艺
术美育、生活美育的
课程设计，给观众留
下了深刻印象。教育
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
友群莅临参观凤鸣山
小学美育成果，称赞
学校美育课程有创
新，西南大学校长宋
乃庆赞誉凤鸣山小学
美育工作有新突破，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
奇对学生作品爱不释
手……

凤鸣山小学大美
教育，向世界同行发
出了美丽的重庆声
音。

从小项目到“大场域”的
育美之路

一所小学校的美育工作为何能得到国内外
教育专业人士的肯定与认可？

“学校以‘培养面向世界的中国人’为目标，
秉承大美育观，确立了以“一画教育”为核心，三
套“大美育功能系统”为动力，三组“大美课程”群
为基础，三类“美好课堂”为支撑的“一三三三”育
人模式，实现了全员美育、全程美育、全面美育，
让每个凤小娃向美而生、与美同行。”凤鸣山小学
校长杨红诠释了学校办好美育教育的初心。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指出，“要全面加强和
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
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美育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重
要组成部分，与德智体劳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
要途径。

传统意义的美育，容易局限在音乐、美术等
艺术学科，片面地将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特长
教育。而在凤鸣山小学看来，新时代的教育必须
坚持大美育观，在坚守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坚持
艺术学科特色发展，坚持美育在学科的渗透与融
合，坚持美育融于生活，高于生活。

基于大美育观，凤鸣山小学积极构建了“大
美课程”美育体系，以“唯美课程”、“融美课程”、

“生活美课程”为载体，实现以美养德、以美启智、
以美健体、以美促劳的全面育人目标。

雕琢艺术特色之美
“唯美课程”培养学生个性特长

艺术学科是美育的主阵地，学校开齐开足音
乐、美术、文学、书法等艺术类课程，系统普及美
育知识，将上述学科作为美育教育的龙头，打造
学科特色，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意识。

凤鸣山小学的“唯美课程”主要以艺术课程
为主体，以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以创新
能力培育为重点，依托美术、音乐、书法、文学、数
学、体育等学科进行纵深开发，确立“一画·童
心”、“一鸣·童心”、“一跃·童心”、“一书·童心”、

“一趣·童心”、“一典·童心”、“一美·童心”等七大
系列课程。

“唯美课程”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美育课程
资源，实现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力促学生个性扬
长，习得1至2门艺术“绝招”。特色化、系列化、
主题化是凤鸣山小学“唯美课程”的特质。

唯美课堂上，美术课老师们精心创设的以
“四大名著”为主题的项目式学习活动正在进行
中，“趣味脸谱、水墨人物、唯美剪纸、创新泥塑”
让人美不胜收。

蔡怡老师授课的趣味脸谱，让孩子们根据
《三国演义》中人物绘制京剧脸谱，红脸的关公、
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孩子
们兴致勃勃讨论不同脸谱颜色代表的不同寓意。

水墨人物课堂上，智多星吴用，豹子头林冲、

黑旋风李逵……蔡
怡老师指导学生将一个个

生动形象通过不同线条呈现在
生宣卡纸上。“这是我们小组设计的

108将人物卡片，为了画得精美，我们认真了解每
个人物背后的故事！”六年级学生谢松自豪地展
示小组的作品。

程丹老师授课的唯美剪纸，注重体验过程和
文化传承，也磨练了孩子们的专注度，只见剪刀
在孩子们的巧手中飞舞、穿梭，彩纸转眼就变成
了《红楼梦》中精致的亭台楼阁，穿着精美服饰的
书中人物。

玩泥巴，是孩子们的最爱。王瑜老师授课的
《西游记》创意泥塑，带有强烈的东方美学特色。
这可不是简单的玩泥巴，它既可以提高孩子们的
审美水平，动手能力，又能增加孩子对角色及背
后中华文化的理解。

“每个孩子天生就是‘艺术家’，需要的是激
活和唤醒。”美术组组长程丹老师说。一个个令
人惊叹的作品在孩子手中诞生：孙悟空泥塑2.0，
曹操脸谱3.0……越中国，越唯美！这是艺术的创
新，更是文化的传承！

唯美课程，打破学生年级、班级界限，通过分
层教学，分类实施，连堂排课，分享评价等措施，
在拓展学生知识技能的同时，让学生懂得欣赏
美、创造美，播下真善美的种子。唯美课程，实现
了校本课程特色化，特色课程主题化，灵性的表
达了“真实学习，美丽成长”的课程理念，唱响了

“培养面向世界的中国人”的教育追求。

统整学科内涵之美
“融美课程”拓宽美育多元路径

什么是美育？对美育的理解不应该只局限
于狭义的艺术学科之美，对其他学科的渗透不仅
是美育自身发展的途径，也是教育提质的必然要
求。

蔡元培先生曾指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
论于教育。”在凤鸣山小学看来，学科教学是学校
工作的中心环节，各学科都蕴涵了丰富的美育因
素。美育应以学科课程为主阵地，，寓美育于各
学科教学，才能真正达到教书与育人目标的高度
统一。

为此，学校通过开发“融美课程”，统整学科
美育功能，将美育渗透到各学科课程教学中，既
拓宽美育的途径，也提高学科育人的效果。

“融美课程”形成以“心灵美”、“健康美”、“人
文美”、“理性美”为主题的系列课程群，依托国家
基础课程，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语文、道德与法
治等人文学科的以文化人的美育功能，深入挖掘
数学、科学等自然学科的理性创造的美育价值，
形成美好思想、美美球类、美之英语、美之科学等
11门课程。

以“重庆的桥”的主题化项目式学习为例。
科学、数学、英语、美术、语文等学科轮番上阵，把
学科融合之美、渗透之美呈现得淋漓尽致。

“重庆的桥”先从科学课展开，教会孩子认识
桥的结构、类型、材料，了解桥的历史演变，渗透
进科学学科的严谨美、构思美；接着，数学课对各

种类型桥的结构
进行图形解构，让学生

体验到桥的对称美、结构美；
美术课，则以制作明信片的形式，

让学生将观察到的重庆桥，注入自己的丰
富想象，化作笔下千姿百态的作品，在相互鉴赏
中，感悟艺术之美。

体育课，老师带领学生玩“桥”的游戏，认识
体育的运动美、力量美、灵动美；思想品德学科，
则围绕关于桥的传说、故事，指导学生理解学科
中的故事美、意境美、品质美。

语文课，则让“重庆的桥”主题学习进入了高
潮。

“如果说重庆是一片夜空，重庆的桥就是最
灿烂的星，我在重庆的桥上等你。”……

刘醒老师以视频引入千姿百态的重庆桥，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并层层设问，引导学生理解桥
的特点及诗词包含的情感。

步入自我创作阶段，孩子们变身一个个“小
诗人”，写诗、读诗，表达自己对重庆桥的喜爱与
赞美之情，又将小诗改写成美文，写在一封自制
明信片上，向世界发出深情邀请。

“孩子们通过词语归纳、仿写诗歌、加工成美
文，书写对重庆的爱，培养了发现美、鉴赏美、表
现美的能力。”刘醒说，美育理念的引入，大大增
强了学生语言学习的效率。

美好情感在学科统整中一步步融合贯通、感
悟升华，实现学科育美，让美无科不在，让美在学
科课堂教学中处处绽放。

回归生活本源之美
“生活美课程”让美无处不在

一朵云在大人眼中是一团水汽，在孩子眼中
是大象、城堡乃至一整个奇异世界，而美育就是
回归对孩子生命直觉的引导，用美来温润孩子的
眼睛和心灵。

因此，美育离不开生活的源泉，回归生活的
美育，才是更接地气的“大美育”。

“生活美课程”是美育体系的重要一环，以活
动为载体，以文化为纽带，通过春风化雨的美育
工作，让孩子成长为有信念、有情怀、有担当的
人，成就更加丰富和饱满的人生。

2019年4月，第九届校园阳光艺术节，众多
知名的美术类、音乐类、摄影类等“艺术大咖”齐
聚凤鸣山小学，为师生们奉献一场美育教育的饕
餮大餐。

在梧桐书院，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龙鸿
老师向一群孩子绘声绘色地讲起关于书法的故
事，并现场指导孩子们领略书法世界的奇妙。在
西画室，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杨涪林老师以诙谐
有趣的语言表达，激发孩子们更浓厚的绘画兴
趣。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余勤老师的主题讲座，
用浅显易懂的例子，让孩子们明白原来拍照不仅
仅是记录事实，更是一门得道高深的艺术……与
大师的对话，更丰富了孩子们对美的体验。

连续9年举行的阳光艺术节是凤鸣山小学
“生活美课程——美好校园”序列课程之一。

“生活美课程”面向生活，并拓展到自然、社
会环境，以“美好习惯”、“美好相遇”、“美好教
室”、“美好校园”为主题形成系列课程，包括有雏
凤课程、名家讲堂、艺术人生、童心艺苑等9门课，
都渗透进了大美育和生命美学思想。

“生活美课程”实施过程中更多以学生的实
践体验为主，课程资源链接课内课外，将学生的
学习外延从教室、从校园扩展至家庭、社区，丰富
到自然世界、社会生活，以改变学生的生活态度
和审美情趣，推动他们科学素养与人文精神并肩
发展。

时时处处皆教育，一草一木皆课程。美育教
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今天终于看到真实的‘豆腐块’了，以前只
在电视上看过。”兵哥哥的现场拆叠和手把手教
学让同学们纷纷惊叹，亲身感受到“军容之美”、

“整洁之美”……生活美课程为孩子们创造走进
军营的机会，在军旅生活体验中感受美。

走进博物馆、工厂、社区，走进自然、社会……
学生在更广大的育人空间体会生活之美。

人人都是美育的教师，人人也都是美育的学
生，大美课程打通了美育与生活、与世界的围墙，
在开放的环境中，完成学生美的人格的养成、美
的灵魂的塑造，并陪伴学生一生。以美育人、予
人以美，凤小人怀揣教育理想，助力每一位小雏
凤能志存高远，翱翔九天！

陈明鑫 图片由凤鸣山小学提供

——品读凤鸣山小学“大美课程”育人之美

拥有80年办学历史的凤鸣山小
学“以美育人”的教育思想由来已久，

“以文化人”的教育内涵博大精深，渊
远流长。

从一个项目到一个品牌。早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凤鸣山小
学就开始进行美育建设的零星探
索。起初仅停留在中国画教育的探
索，成立了童心书画社，开展书画艺
术培育。2003年，学校被沙坪坝区政
府表彰为“少儿中国画特色校园”，
2008年春节学校“童心艺术团”打造
的舞蹈《猫趣》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
第二届CCTV“和谐春晚全国青少年
才艺电视展演”并取得了一等奖；学
生参加全国机器人比赛也获得一等
奖。

从一个品牌到一个体系。在打
造书画特色的品牌过程中，凤小也不
断构建特色文化体系，聚焦美育课
程，提升美育教学质量，形成大美育
人的系统化实施路径。这期间，学校
出版了少儿中国画集以及校本教材，
并最终确立了“一画凤鸣人生”的办
学理念，形成“一画教育”的办学特
色。2012年被重庆市美协、重庆市教
科院命名为“重庆市少儿美术特色实
验学校”。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
的意见》，美育工作得到各方重视，学
校大美教育也向纵深发展。4年多的
时间，校长杨红带着学校老师，拜访
了高校专家，邀请专家到校讲学20余
场，承办和参与美育交流100余场，通
过碰撞学习，不断丰富大美课程的内
涵与外延，最终形成“一三三三”的大
美育人体系。

从一个体系到迈向一个场域。
得益于长年体系化的建设，凤小美育
工作正迈向新的高度。近年来，凤鸣
山小学师生绘画比赛获国家级奖励
400 余人次，市区级奖励 2000 余人
次，林域名等8位同学的画作被英国
南柴郡学院收藏，学生田娅婷画作被
罗马尼亚大使收藏。今年10月，在第
四届全国美育大会评选活动中，学校
荣获全国“人文与审美素养教育先进
单位”和“新时代美育突出贡献奖”。
这是学校继“全国学校美育先进工作
单位”“2019 全国学校美育教学优秀
成果奖”的又一殊荣。

作为全国美育校园建设的优秀
范例，美丽凤小辐射影响越来越多的
学校提升美育质量。近年来，先后有
50多所学校、1000多人次来校参观访
问，7次在全国大会上交流发言，大美
育观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学校正成
为美育发展的一方沃土，一个以美育
心、以美化人的教育“场”，滋养师生
生命之美，催生美育教育发展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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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课堂—汉字的联想

孩子们共绘“我爱祖国”水墨长卷

大美教育 助力“雏凤”翱翔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