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文化进校园尧 救护知
识进校园尧税法进校园尧禁毒进
校园尧 防治艾滋进校园噎噎据
近日叶半月谈曳报道袁据不完全
统计袁 近年来陆续有 100 多项
相关工作试图进校园 野从娃娃
抓起冶遥 不少部门通过各种渠
道袁 把自己的一摊工作挤进课
表袁 甚至对学校下任务尧 定指
标尧搞检查遥

不难理解袁一些工作确有必
要野从娃娃抓起冶遥因为教育很重
要的职能之一就是将野种子埋下
去冶袁 让孩子产生进一步了解的
欲望遥而且袁一些知识的灌输袁对
孩子们的成长也确实重要遥但这
并不意味着袁野从娃娃抓起冶没有
边界袁况且袁过多过滥尧违背教育
规律的进校园活动袁不仅干扰教
学秩序袁 且不利于孩子们的成
长遥

有些事想挤进校园尧大手拉
起小手袁 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遥
比如袁教材缺失尧师资短板尧学时
有限袁 许多进校园活动流于形

式袁学校只能想办法应付遥因此袁
不少野从娃娃抓起冶的工作都沦
为走形式遥

为减少野从娃娃抓起冶给教
育以及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袁一
则应对野从娃娃抓起冶立规矩尧明
确底线袁坚持野能不打扰校园就
不打扰冶的原则袁防止相关部门
自身懒政而将任务推给学校和
孩子遥

二则应给予学校和家长更
多的话语权遥 话语权的缺失袁必
然导致野从娃娃抓起冶无孔不入遥
比如有的教师直言袁传统戏曲进
校园目的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要
会唱袁而是要传承传统文化遥 围
绕这样的目的袁应允许各个学校
有不同的做法袁不能把某些野从
娃娃抓起冶的工作最终转嫁给家
长遥

三则应注重 野从娃娃抓起冶
的后续成效遥 野从娃娃抓起冶之所
以过多过滥袁恰恰是有关部门抓
住了学校软肋要要要学校好抓尧孩
子听话遥 至于工作成效如何袁往

往是表面热闹遥因此袁在规范野从
娃娃抓起冶的同时袁有必要对相
关工作加强考核验收遥

野从娃娃抓起冶不是一把野万
能钥匙冶遥推进相关工作袁应学会
尊重教育规律尧尊重孩子成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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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袁要
野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袁营
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
求精的敬业风气冶遥

工匠精神的精髓在于专注尧
精益求精遥 作为一种精神信念袁
它不仅是手工制造业的坚守袁也
是对各行各业的要求袁因而工匠
精神写入了叶政府工作报告曳袁丰
富了时代精神内涵遥美术教育及
创作领域当今也非常需要野工匠
精神冶袁需要这种认真尧专注尧严
谨的态度袁它是提升美术创作品
质尧创作更多时代精品的重要保
证遥

高校美术专业学生袁是美术
事业的新生力量遥 在信息爆炸尧
新潮艺术观念涌动的今天袁高校
美术专业有些学生缺乏专注尧钻
研的精神与态度袁一些人更乐于
追求快餐式的作品袁甚至有时会
鄙夷这种传统的价值观以及精
神追求遥有的学生认识不到基本
功的重要性袁 企图以观念取胜袁
急功近利尧 盲目地追求所谓的
野现代艺术冶遥 故而袁在当今社会
快速发展尧艺术创作环境受到多
重影响的情况下袁在美术教育和
创作领域强化工匠精神的培养袁
显得尤为重要遥

强化工匠精神袁 对培养学
生的专注度尧 开发学生的创新
能力以及激发美术教育工作者
的教学热情都有很好的帮助遥

对美术的各个学科而言袁 基础
课程都是非常重要的遥 工匠精
神的培养袁 应融入课程设置以
及基本功的锤炼院 优化课程配
置袁加重基础课程的比重袁同时
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习袁 双管
齐下袁 提高艺术技能和艺术修
养遥 对新入学学生尤其应该夯
实基础训练袁如长短期素描尧白
描尧色彩尧构成尧书法尧鉴赏尧美
术史等袁 通过这些基础课程的
严格考核袁 提高学生的审美与
造型能力遥 基础技能和知识如
同地基袁夯实了地基袁才有可能
实现艺术创作的精益求精遥 其
次袁还要走出高校野老师不认识
学生袁 学生不认识老师冶 的怪
圈袁 汲取传统工匠师徒传承的
长处袁整合教师资源袁增加个别
辅导袁 重视口传心授尧 言传身
教袁 从而提高学生对艺术的领
悟力袁激发其创造力遥

与美术教育一样袁美术创作
领域同样需要融入野工匠精神冶遥
美术创作领域的工匠精神袁不仅
体现在绘画技能的继承发展方
面袁更呈现在美术创作所渗透的
创造力和求真精神中遥

当下袁 无论是艺术展览还
是艺术市场袁 都涌现出一大批
艺术创作者及大量的艺术作
品袁 但是部分美术作品缺乏文
化内涵袁更像是缺少灵魂的野复
制品冶袁 作品形式趋于世俗化尧

商业化尧数码化袁高质量尧艺术
性和感染力强的作品不多遥 一
些创作者忘记了艺术创作应表
达内心真实情感的初心袁 在进
行艺术创作时袁 首先考虑的不
是艺术性袁而是市场认不认可尧
接不接受袁目标是快速成名袁快
速获益遥 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
来的艺术作品袁 无疑是违背艺
术创作规律尧 缺乏艺术感染力
的袁不仅对艺术资源造成浪费袁
也不利于社会正能量尧 优秀文
化的传播遥

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袁 美术
创作领域应该从野心冶开始遥 创
作者首先应不断提高手头功
夫袁 而不是离开绘画基础去寻
找艺术创作的野捷径冶遥 其次袁创
作者应有坚持本心进行艺术创
作的定力袁 坚守艺术的审美价
值袁去除浮躁心态袁拒绝畸形市
场的诱惑袁在创作主题尧造型尧
色彩尧 画面布局等方面都认真
对待袁踏踏实实尧稳扎稳打地完
成每一幅创作袁 而不是一味迎
合部分市场的需求遥

艺术世界 野致广大而尽精
微冶遥今天袁无论是美术教育还是
美术创作袁都应秉承极致尧求精尧
务实的野工匠精神冶遥美术工作者
们应当有时代的担当袁培养时代
新生力量袁勤于创作具有文化内
涵与时代精神的美术作品袁从而
推动社会发展遥 曾传兴

近日袁 广东梅县广播电视台报道
了梅县区华侨中学进行的野足球舞冶训
练袁而这两天关于野足球舞冶的解读在
网络上传播后进一步发酵袁 俨然成为
众多球迷和圈内人热议的话题遥 真的
有必要编排野足球舞冶和野足球操冶钥 这
种拿着足球做体操或跳舞的方式袁真
的对提升校园足球氛围有用钥 渊11 月
15日澎湃新闻冤

看着视频中带操老师的扭捏动
作袁 让无数网友直呼 野看不下去冶袁的
确袁倘若不是强调野足球舞冶这个概念袁
还真不知道这个舞蹈和足球有什么关
系遥 换句话说袁反正也不用脚踢袁换个
别的球体袁在身前摆个西瓜或柚子袁不
是一样吗钥

虽然野足球舞冶和野足球操冶在很多
地方都已经出现过袁 也多次引发人们
的讨论遥 只是这次发生在许多球迷都
耳熟能详的足球之乡梅州袁 便自然而
然地聚焦放大遥

一方面袁叶中学生足球排舞在中学
体育中的应用曳被列为野2018年耶强师
工程爷中小学教师科研能力提升工程冶
中的教育科研一般项目袁 并下达了经
费遥 编排教师完成的相关论文还获得
二等奖荣誉曰另一方面袁却是观众近乎
一边倒的嘲讽与抨击袁野官方冶 与民间
的反应截然不同袁颇为尴尬遥

足球袁是 13亿中国人无法掩饰的
痛袁 作为世界运动第一大球以及中国
体育的最大短板袁 如何将中国足球搞
上去袁各方意见纷呈袁但有一点共识便
是袁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袁 野足球进校园冶便是培养足
球后续力量袁为足球长远尧健康发展夯实基础的重要
举措遥

然而袁推广足球运动要认真学习尧了解足球的文
化和理念袁尊重这项世界第一运动的特点与规律袁开
发有效尧科学的足球课堂袁切实激发青少年热爱足球
的意愿袁这对相关管理部门尧学校及老师都是一个新
的考验袁 而绝非简单地把其他运动种类与足球竞技
运动混搭起来袁生出不伦不类的观感袁尽管创作者有
着一颗急切野推广足球冶的心遥 野足球舞冶的主角和观
众都是学生袁如果学生不喜欢尧不习惯袁观众不认可袁
又何必为了满足字面上的创新而强拉野足球冶钥

推广足球要回归足球运动本真遥足球是圆的袁是
充满力量尧快乐而自然的袁而发展足球事业是一项长
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袁需要各方对准目标袁不断努力遥
推进普及校园足球运动袁 必须卸下足球背负的太多
功利包袱袁摆脱野功利冶的工具桎梏袁也要全力克服形
式主义尧官僚主义的惯性思维袁坚持体教结合袁锐意
改革创新遥 抓住足球运动的特点以及青少年的青春
心理设计体育课程袁医治教育领域的沉疴袁寻找推广
足球的最佳方式袁让学生自愿选择并喜欢上足球遥我
们要思考和行动的地方还有很多遥 斯涵涵

“从娃娃抓起”
不是一把万能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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