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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美育的规律特点与实施路径

——杜卫教授访谈

杜　卫　李　制　郑　欣

摘　要：美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高等学校作为多数学生步入

社会前的最后一站，其美育工作能否适应时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社会的基本风

貌。《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的“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为高校美育提出了新的时

代要求，遂使新时代高校美育的规律特点与实施路径，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高校美育

所面临的面向人人之难、教学评价之惑，以及课程教学与实践体验关系等体制机制和实施路

径诸问题，都应回归到对新时代美育规律特点的研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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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杜老师，“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在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十大战略任务第二项“发

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中占据重要

位置，标志着新中国美育在经历了“艰难起步、蓬

勃发展”之后，已经进入了新时期美育的发展期。

您认为高校美育应如何应对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答：“全面提升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是国家

对新时代学校美育的要求，要达到这一要求，首先

应解决教师转型的问题。现阶段，我们的美育教师

多未经过专业的培训，知道些教育学和教学法的知

识是很有必要的。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示范，即

通过美育示范课的教学展示，用说课的方式，逐步

建设高校美育课程教学的范式。此种范式应具备通

识视野，不能永远停留于鉴赏水平，因为鉴赏课难

以令学生投入，没有投入，就没有情感体验。这意

味着高校美育应逐步加强专业性，令学生在高强度

学习中体会挑战和超越的乐趣，使其能投入其中。

只有在学生投入之后，具备通识视野的美育才能真

正发挥其育人价值。

问：我们在戏剧教学实践中已注意到学生一旦

投入其中，便会非常积极，但使学生投入是比较困

难的。

答：我上大学时参演了《屋外有热流》①，在

投入实践后，才切实体验到戏剧的魅力。我曾做过

一个实验。1981年，我在实习时组织学生即兴表演

了鲁迅作品《药》中当街交易人血馒头的情境，学

生演得非常真实。时值教学改革，我们就组织学生

将《药》排练成戏，学生很有兴趣，教学效果非常

好。因此，公共艺术教育入手于兴趣，这是经过实

践检验了的。但须注意不能降低品味。激发学习

兴趣很简单，制作成抖音视频，可以轻易达到目

的，但抖音视频也须保证品质。高校美育要有高品

位，公共艺术教育难就难在保持品位的同时，激发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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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紧随而来的一个问题，即学校美育有“面

向人人”的要求，而同学们的兴趣是多元的，我们

没有足够的师资和教学资源去保障每一个学生都能

在各自兴趣点上向美而行。请问您有何良策？

答：对，正如陈宝生部长所说的学校美育“最

大的问题是师资”，但师资与多元兴趣的矛盾也有

调和之道。一方面，学校美育可以借鉴体育经验，

引入“俱乐部制”。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

选一个项目。学校体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养成运动习

惯，达到身心健康，而不是要求100米一定要跑到

13秒，因它不以培养专业运动员为目的。学校美育

亦如是，我建议高校也搞美育俱乐部，师资不够，

可以先探索。另一方面，学校美育一个非常重要的

手段——文学，尚未被我们好好利用起来，如果能

把文学引入美育，师资就够了。中国是一个诗的国

度，中国到了宋代以后，戏曲才逐渐发展起来。在

此之前，又有说唱文学、话本文学等，都带有强烈

的诗韵、故事性和情感色彩。当前学校美育老师

缺、学生多，特别是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情

况下，用文学来实施美育是很好的选择。我们往往

把艺术教育狭隘化了，其实文学就是语言艺术。学

校美育如能更好地发挥文学的育人价值，则师资与

学生兴趣的矛盾可得化解。

问：文学似乎更侧重情感体验而少技能训练，

且理论性相对较强。美育应如何调和理论、体验与

实践的关系？

答：诗词格律、识繁写简，大家或多或少都

掌握一些文学技能而不自知。此外，诗词歌赋的古

谱，如能很好地翻译转化，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教

学资源。基于这些文学技能训练的美育成效，一点

都不亚于书画戏剧。每一门艺术都有其独到之处，

我现在非常倡导舞蹈和戏剧，因为这些艺术在形式

和内容上都呈现出人与人在关系中的种种行为，先

天具有培养学生协同合作意识的优势。通过一个眼

神、一个动作，即能带动其情绪，学生可以在情感

交流过程中，理解他人、理解艺术。如果说文学是

个人的独自体认，那么舞蹈、戏剧就是集体的协

调，它们要求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要合拍。进一步

说，艺术是人类的通用语言，舞蹈的非语词性教育

对理解力和交流能力有巨大的提升作用。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加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

间人文交流的主要渠道，就是人文艺术。文学、

舞蹈、戏剧的美育价值是同等的，文学的门槛低

些，对学生而言，文学技能训练会更具趣味性和普

适性。我们应该意识到，艺术本来是拿来“玩”

的，因此艺术课程应避免程式化，而要让学生们在

“玩”的过程中接受教育。美育课程要为学生打开

一扇门，关键是要让学生体会到门里的东西是有趣

的。一定要激发学生兴趣，这一点是整个学校美育

过程中共同缺失的东西。从1990年至今，我坚持调

查美育课程，很不幸，各类美育课长期都是学生最

不感兴趣的课之一。学生最感兴趣的课往往是数学

课，因为数学是智力的游戏，学生在领略其智慧魅

力后，会激起无限的兴趣。

问：美育课程要有趣味、有体验，过程中还要

有智慧。但教学实情则呈现理论与实践体验两极化

状态，理论课程教学中能够加入实践因素的机会并

不多，例如戏剧鉴赏课程，受课时等因素限制，实

际教学很难分配较长的时间，以供学生进行表演体

验。请问应如何化解这一矛盾？

答：鉴赏类课程对高校美育起步起到了极大

的推进作用。在高校美育起步阶段，受限于师资、

条件种种因素，鉴赏课程是推进学校美育的较好选

择。学校美育发展到当下，进一步的推进机制可以

落在上一门课、带一个团上，即一周两次课程，课

程要结合艺术团或俱乐部的实践训练，俱乐部教学

要纳入教师工作量，甚至要探索以实践成绩作为教

师职称评定的机制。在校园文化建设当中，那些深

受学生爱戴的实践型教师应该进入高级职称序列。

鉴赏课的主要任务是要让学生知道、了解该艺术门

类，但很难真正引领学生进入这一门类；能引领学

生进入某一艺术门类的，只有真实的体验。未来，

高校美育的理想形式，应是用艺术团或俱乐部来替

代课堂，即在团里讲授，边讲边演、边演边讲，慢

慢体会、慢慢提升。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教育，这也

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深受学生喜欢的教育模式。未

来艺术教育的发展是非常个性化的。

问：但这种教学模式只能面向少部分人，无法

达到教育部“面向人人”的要求。

答：每个人都懂戏剧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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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戏剧也是不可能的，学生的兴趣是多元的。每一

届学生中，如能有四五个人因为你的存在而爱上戏

剧，就是你这门课程最大的成绩。一般的学生，通

过课程了解了戏剧，大概掌握戏剧的基本知识，如

戏剧史、戏剧程式的基本知识等，对于普及艺术教

育而言也就足够了。每届学生中，如有几位能够终

身热爱戏剧，又因戏剧而丰盈了情感、体认了人生

世界，就非常好了。在这一点上，美育、艺术教育

与体育是相通的。

问：体育的教学评价是可以量化的，但艺术教

育现阶段还没有找到很好的量化评价机制。请问您

怎样勾画美育的评价机制？

答：我认为美育的评价应是层级形态，比如可

以用“上、中上、中、中下”的形式来判定学生的

水平。从考试角度来讲，美育对“以文化人”的考

核，“最好”是针对那些没有读过文学史的学生。

因为学生在读过文学作品后，一定会形成自己的体

验，在考试时如若填写切身体验，则很可能不符合

教师拟定的标准答案；而那些没有读过作品的人，

通过考前背诵，其答案必与标准答案相符，但其实

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体验和认识。标准化的考试，导

致学生不会主动去体验作品的，因为那要占用大量

的时间，且不能确保高分。只要有标准化的考试，

必然导致标准化的教和学，第一个被抽掉的，就是

情感体验。而情感体验是美育和艺术教育的基础和

关键。

问：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

育工作的意见》指出：“高校美育要以艺术教育的

改革发展为重点，紧紧围绕高校普及艺术教育、专

业艺术教育和艺术师范教育三个重点领域，大力加

强和改进美育教育教学”。请问您如何解读普及艺

术教育？

答：这三类艺术教育的对象不同，普及艺术教

育是针对普通高校美育而言。普通高校学生的知识

体系，与专业艺术院校的学生是不同的，因此，面

向普通高等学校的普及艺术教育，应基于学生原有

的知识体系而做进一步的拓展和提升。在这种意义

上，通识教育成为普通高校美育的一个良好路径。

通识教育是国际教育界都在积极探索施行的育人路

径。仍以文学教育为例，我在刚参加高校教学工作

时，就发现理工科学生的文学感比中文专业的学生

还要好，直观体现为课堂教学的活泼和课后作业的

干净，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污染”②，是用纯

真的心灵去感受和体认文学。反观中文系学生的作

业，“酸溜溜”的，以为这样才是有修养。在普及

艺术教育中进行艺术史论的教学，首先要把握贯通

的线索。在这一点上，合理运用观念史的方法是较

好的切入点。一方面，艺术观念史实质上是人类文

明史，另一方面，人类的创造性集中体现在历代艺

术品之上；但在实际教学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往往

未能得到充分重视。普及艺术教育如能抓住这两方

面，把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通过艺术课程传递给学

生，就是“人文素养”提升的高校美育路径，“以

文化人”是在这里得以落实。艺术是世界语言，在

新时代发展进程中，中国需要快速地把握全人类的

优秀文明成果，这是可以通过艺术教育实现的，同

时，艺术教育也有助于中国设计制造的产品，在重

实用基础上，更富人性化。

问：您是如何理解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

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的“以美育人、以

美化人、以美培元”的，这一论述与“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是什么关系？

答：育人、化人内蕴着对德育的要求，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美善关系。汉字的一个特质就是包容蕴

藉，“美”字有多元意涵，以至于每说一个“美”

的时候，其所指都是不同的。具体到高校美育，

“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中的“美”，

在某种程度上与“善”是一个问题。从造字法角度

看，“美”与“善”是同出一源，而据日本学者考

证，“美”“善”都关乎远古祭祀活动③。教育部

关于“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这一论

述，可以通过具体的优秀艺术作品和优美的自然景

观来落实，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里面一定包含德

育。高校教育对德育的投入非常大，但课堂上的抬

头率只有10%左右，这种情况必须扭转。中国人一

定要懂中国的国情，一定要懂中国的政治，这是我

做高校教育的一个基本信念。德育困境的一方面是

师资问题，另一方面是教学内容问题。解决此两方

面问题的关键，是在情感体验基础上，深化对中国

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认识，在此过程中，教师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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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而有所引申，从而达到“纯

洁其情感”的效果，则美育的目标就实现了。艺术

教育的优势，是用真情去打动学生，来培育他们的

真情。具体到理工科高校美育，就是一定要意识到

我们面对的学生在艺术上可能是门外汉，但他们整

体的素养是非常高的，因此要想办法把课程提升转

变为高水平的素养课，这就需要提高教师的水平。

问：您刚才所说的艺术观念史课程，实际上

也是一种高水平素养课。问题在于这类课程似乎很

难与艺术团、俱乐部等形式的实践体验进行有机融

合。我们所探讨的高校美育课程讲授+实践体验的

教学模式还有没有其他落实方式？

答：实践体验不必拘于艺术团和俱乐部，读书

会、研读小组也都是很好的形式。作为985高校，

读书会这种形式不能满足于走过场，一定要做出高

水平：一是要读原典，包括外文原典和古文原典；

二是要继承发展本学校的优良文化和作风，也就是

校风。我知道，西北工业大学具有艰苦奋斗、默默

无闻的传统。一所高校的传统需要在几代教师、几

代学生共同努力下才能形成。校风建设直接关涉学

校人才培养质量，它的形成往往需要几代人、几十

年，而堕落则只需很少的时间。包括读书会在内的

艺术实践体验，是延续学校优良传统的抓手，一定

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问：高校美育课程建设应怎样发扬学校传统、

发掘地域优势，以把握新时代美育发展趋势？

答：在高校美育“从无到有”的阶段，课程

以八门限选课为主，但若以建设高水平的高校美育

体系为目标，则只有这八门课程是远远不够的。把

这八门课开足、开齐并不难，普通高校不必与专业

艺术院校相比，条件不同，普及艺术教育的难点在

于走出本学校的特色道路，既要与本学校传统相结

合，也要注意与地域艺术特色相结合。陕西的民间

音乐、戏曲、手工艺都独具特色。你们可以进一步

探索在地域艺术中发掘符合工科学生特点的形式，

进而建设能够满足工科学生需求的课程，也就是能

够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艺术课程。理工科高

校美育除了有审美、人格等关乎人文素养、价值塑

造的需求外，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也是非

常重要的内容。我们知道，逻辑思维和创造性发展

之间是有矛盾的，艺术教育则可以调和这一矛盾，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伟大科学家的艺术素养是非常 
高的。

问：公共艺术教育如何在技能的基础上，上升

至关乎创造力的美育？

答：西方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的逻辑在12岁
左右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它同时也是人身体快速发

育的时期，但一个糟糕的情况是，在逻辑思维突飞

猛进的同时，人的创造力急剧下降。中国人比较内

敛，可能导致出现压抑自我表达和创造性的情形。

由于长期得不到鼓励，进入大学后，学生的整体创

造力会进一步下降。创造性的养成和发展需要相对

宽松自由的环境。艺术教育是能够激发学生创造力

的。在课程设置时，要注意引导学生自己来设计，

如自己来创编简单的剧本或舞蹈等，为学生提供发

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要特

别鼓励学生对艺术的不同理解。关于高校美育如何

提升想象力和创造性的问题，可以用两句话做总

结：施行教学民主，营造投入氛围。

注释

①  《屋外有热流》发表、首演于1980年，马中骏、嘉鸿源、

翟新华编剧。该剧采取时间顺序颠倒和空间灵活转换，现

实场景与回忆、梦幻的交替出现，以及非现实的舞台调

度，多演区表演等新颖表现形式，受到观众尤其是青年观

众的欢迎，剧本曾获1980年首届全国优秀剧本奖。

②  中西美育传统都强调“净化”作用。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的

理工科学生“干净”、未受“污染”，和文科生“酸溜

溜”的现象，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澄明美育规律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

③  “美”“善”在甲骨文中都从“羊”。“美”，有羊大为

美、羊人为美等说法，《说文解字》认为，“美，甘也。

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美与善同意。”“善”，羊

下从二目或一目，目伪变为言，像两人或多人在说羊肉的

美味。《说文解字》释“羊”为“祥”，“祥”即供奉于

祭台上的羊。



94

杜　卫　李　制　郑　欣：新时代高校美育的规律特点与实施路径

The Regular Features and Actualizing Ways of University Aesthetic 
Education in New Era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Du Wei

Du Wei    Li Zhi    Zheng Xin

Abstract: Aesthetic Education Plays a key part in one’s all-round development, which can’t be replaced. As the last station for most 

students stepping into the society, whether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sui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or 

not determines to a large degree the basic style and life in the future society. That the all-round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school’s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Modernized Chinese Education in 2035 puts forward a new period demand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which made the regular features and actualizing way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modern universities an urgent practical 

problem to be solved. All the problems like facing every one, teaching evalua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urricula teaching and practice 

experiences, etc. in universities’ Aesthetic Education should be returned back to the study of the regular feature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times.

keywords: aesthetic education; regular features; actualizing ways; stimulating intere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