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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
美育工作的意见》，美育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
焦点。此项政策的推出，把进一步加强美育工
作提上了日程。

“美育”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哲学家席
勒的《美育书简》：“美育使人成为一个全面
的完整的人。”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
要源泉。从小处说，美育能够教育孩子发现
美、感受美、创造美，陶冶情操，提升境界；
从大处说，美育能够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构筑
文化自信。美应该浸润在人们的心灵里，渗透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伴随我们的一生。

美育具有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功能

美育能够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康
德说，人的精神世界由知识、意志与情感三个
领域组成，审美则是沟通三者的桥梁。美育付
诸人的情感活动，以感情激发的方式打动人
心，使感情理性化，形成自律意识，产生高尚
精神，从而实现完善人格的目的。蔡元培先生
说，美育在于陶养人的感情，认识美丑，培养
高尚的兴趣、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他提出了
“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主张把人的精神寄
托于审美中。

美育可以让人们感受真正的幸福与自由。
审美是解决了生存、温饱问题之后更高层次的
需要。席勒说，人只有在完整而自由的状态
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审美者。如今经济发

展，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很多人的精神世界却
十分荒芜，焦虑茫然。要获得真正的幸福，不
仅要有基本的物质条件，还要具备能够体验幸
福的能力。美育关注内心，直面人的灵魂，让
人们在生活中发现美、感受美，推动人生境界
的提升，获得更多幸福感。

美育对培养创新精神有重要作用

我们处于一个创新的时代，时代呼唤创新
型人才。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为了应试，往
往采用机械化、程序化的训练方式，孩子被动
地接受知识，缺少探索和创新过程，他们的好
奇心、想象力和激情被消磨，创造力发展受
限。而艺术教育是公认的能够培养创造力的有
效方式之一。在人类的脑部结构中，左脑负责
语言和逻辑推理，右脑负责直觉和形象思维，
左右脑同时开发，人的创造性才会被最大程度
地激发出来。艺术教育能够锻炼学生观察、想
象、形象思维能力，主张探索和创造，激发人
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钱学森和季羡林先生晚年
都曾强调，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杰出

人才，我们的大学必须将科学和艺术相结合。
艺术素养看似无用，却影响着人的判断、

思考和行动，激发人的内在创造本能。许多国
家实施的STEA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
数学)教育，就是将艺术与其他学科融合，通过
跨学科教育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提升问题解
决能力、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培养创新型复
合人才。北京大学叶朗教授指出，大学者、大
思想家要有高远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修
养，这种追求使他们生发出无限生命力和创造
力，美育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中华美育，应在新时代彰显其独特魅力

新时代的美育，要凸显中华美育精神。中
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美育传统也历史
悠久。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把孔子
的教育之道概括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从几
千年前“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礼乐文化，
到“天人之和”“中和之美”的审美哲学，再到“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互鉴，中华文明彰显
出独具东方韵味的审美品格和精神境界。新时

代的美育要立足民族文化根基，把中华文化的
优秀传统深植于年轻一代的内心。

新时代的美育，要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
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体系的认同与
崇敬，对其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心。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
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
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
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
来。”我们不仅要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让祖国的青年一代触摸中华文化脉络，增加民
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要结合时代背景不断
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彰显独特
的魅力。

当前学校美育，很多方面仍需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的学校美育，要以提高学生审美和
人文素养为目标。美育包括审美和创造两大方
面，而审美是创造的基础。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范迪安指出，在当前学校美育工作中，存在着
以艺术教育代替美育、以知识和技能指标考核

代替以美育人的培养过程的现象，有功利化、
简单化倾向。艺术教育是实现美育的一种手
段，但美育还要进一步依托艺术教育，达成灵
魂的涵养，信仰的涵濡。我国的美育与艺术教育
长期处于深度耦合的关系，只有厘清二者关系，
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

新时代的学校美育，要完善美育的培养和
评价体系。近年来，我国学校美育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但五育当中美育仍然较弱，存在很多
“短板”，很多学校存在重应试轻素养、重少
数轻全体，挤占、停上美育课的现象。《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中指出，新时代的美育要进一步完善美育的系
统化培养体系，把美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
培养全过程。让青少年在不同成长阶段接受不
同层次的美育熏陶，提高艺术审美体验，提升
文化和审美素养。为了调动学校和社会各界的
积极性，美育将采取综合性评价的方式，不仅
要有过程评价，还要试点和推广美育中考。

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
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还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新时代的美育工作，
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
素养为目标，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
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用美育浸润人们的心
灵，让每一个生命绽放绚丽的光彩。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

“情”“缘”二字本为万物化生之根本，
天地有情，诸法因缘，艺术家能陶醉于诗文书
画之中，文人雅士间能心灵共鸣、结为知音，
即因艺术文学皆生之于情而结之于缘。当代著
名画家吴泽浩与近600年前的晚明书法四大家之
首邢侗结缘，便产生了《抒写来禽》书画系列
作品。

邢吴因缘源于30年前的一次文化活动：当
时吴泽浩先生受邀参加临邑县举办的邢侗书法
节，来到邢侗纪念馆，突有似曾相识之感，邢
侗的书法真迹、《来禽馆帖》中清正雅逸的书
风，唤醒了吴泽浩多年研习王右军书帖的灵
感。回济南后，他认真研读相关碑帖诗文，深
感邢侗一生对纯化右军书法贡献之巨，便产生
了为邢侗造像著史之念，后因公务繁多而搁
置。70岁退休之后，吴先生先后画了《大哉孔
子》等十余个系列专题创作，这些深涵家国情
怀、文韵诗心、艺术精华的佳作在社会上引起
了强烈的反响。庚子初夏，邢侗故里的文友李
新平来访，重提邢侗往事，告知该县正大力弘
扬邢侗文化，启发出吴先生之创作欲望，于是

便翻研史料，以邢侗事迹为主线，创作出40多
幅书画作品，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他将这
些作品分为五个篇章，名为《抒写来禽》，集
中邢侗一生之文脉书脉，抒发敬慕情怀，抒赞
邢侗对中国书坛的历史贡献。

第一章《少年才俊》以《临邑万柳村》
《泺源读书》《邢子愿进士及第》等为内容，
绘写出邢侗青少年时代读书的状态，他七岁能
作劈窠大书、13岁作王宠楷书、18岁考取拔
贡、20岁中举、24岁进士及第的读书成就与超
人才华。

第二章《宦海春秋》以三条主线分叙其宦
海经历：一是通过《任职南官》《御史进京》
《巡按三吴》等作绘写出邢侗政绩突出，受民
众赞誉，被朝廷擢拔的从政之路。第二条主线
《购十七帖》《中兴五子文追建安》等则绘叙
了邢侗在宦海中依然坚持其书法、文学之艺术
追求。第三条主线《回乡省亲》等作绘出了邢
侗以廉从政、深得民心之故事。

第三章《辉耀书坛》则据《明史》记载绘
出邢侗精研书法、留名青史的三大功绩：一是

《来禽馆邢侗精刻十七帖》，赞颂邢侗纯化清
正右军书法功绩；二是赞颂邢侗通过临二王、
工章草、刻《来禽馆帖》等完善了自己的书道
体系；三是隐退居家的最后十年，其书法摆脱
前人影响，形成自家面貌，达到畅神随心、挥
洒自如之境。《书传四海价同黄金》借日韩人
士带黄金前来索求邢书之史绘之入画，彰显出
邢侗书法在海内外之影响。

吴泽浩先生还以《邢侗著史连修三志》
《邢侗画奇石》《雪水莲花酒诗意图》等作，
汇集了邢侗日常生活的时光，让人从深层研究
邢侗的思想转变过程。《赎白雪楼》《邢侗与
于慎行游虎窟洞遇雨诗》则突出了其尊师爱友
情意。

第四章的《文韵千古》用五幅作品对邢侗
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四家之首北邢南董》
中，站立于画幅中心的邢侗手持书卷，与诗书
道友即兴交流、畅叙书道文心，端坐于四周的
道友们都把目光集中于他身上，似乎在静心听
取高论，仿佛正是晚明四家邢张米董之雅聚，
也似乎是东晋时期王右军的又一次兰亭会。

《来禽馆主邢侗》《明代才女邢慈静》等绘叙
了邢侗文化的深远影响。《临邑邢侗公园》取
山水画法中的高远之法与高瞻远瞩之势，在松
风浩荡，祥云如涛，长天空远，瑞羽翔临的背
景下，巍然雅逸、清正端庄的邢侗塑像屹立于
画幅中心，远景为肃穆的邢侗纪念馆。思观画
意，既寓邢侗在文坛书坛中超然拔群的地位，
又在长空万里中由近及远，向人展示出了中华
文明、中华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

五章《书情诗意》，吴泽浩书写了邢侗诗
文近十幅，并自作七言诗两首。

邢侗系列画作是吴先生成功创作的又一个
新专题。谈起创作体会，吴先生深有感触，
“是邢侗先生对中国文化、中国书法的突出贡
献感染了我。他那高雅的艺术追求、丰富的人
生阅历，正切合我的创作意图，激发出我的创
作灵感，我与其“一见如故”，所以才能进入
创作状态。”正如吴先生所言，早慧的邢侗自
幼喜好学习，从政后依然处处为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努力奉献。吴先生少年时期以优异成绩考
入广州美院，得以在此学习诗词文赋史地书

画，后学业有成、学养涵厚，特别在济南市文
联和济南市政协任职数十年间，唯以繁荣中华
文化与艺术为主要任务，使当年的济南文化艺
术事业繁荣发展，全国瞩目。70岁退休后又连
办十多个文化系列专题画展弘扬民族文化。此
经历和追求实与邢侗相近相合，其为吴先生与
邢侗结缘原因之一。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和
中国哲学是中国书画的根基，只有将中国文化
的修养注入书画之中，才能达到中国书画的最
高境界。所以他几十年来坚持增强诗词文史多
方面的文化涵养，以求在艺术上有更高突破。
而邢侗亦是在诗文书画全面修养中实现了自己
的人生价值。这正遥与吴先生志同道合。

基于以上，吴泽浩方以集海派、岭南画派
和齐鲁文脉诸多艺术元素和技艺于一体的笔墨
和文化内涵，成功创作出了邢侗系列画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与发展奉献出了一份艺术
瑰宝。据悉，《抒写来禽》画展近期将于临邑
举办。

(作者系山东省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2020年11月25日，由中国人
寿山东省分公司主办、大众报业
集团 山 东 新 闻书画 院 承 办 的
“ 2 0 2 0年国寿小画家‘艺术回
山’公益爱心捐赠”活动在沂水
县夏蔚镇回峰涧小学举行。

沂蒙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地处
沂蒙山腹地的沂水县曾是中共中
央华东分局、山东省人民政府、
八路军115师等党政军机关驻地，
也是《大众日报》的创刊地。沂
蒙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
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国寿小画
家“艺术回山”公益活动得到了
沂水县委、县政府、夏蔚镇党
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由大众报业集团和中国人寿
山东省分公司主办的“中国人寿
杯”少儿书画大赛已经走过了16
个年头。16年的坚持和传承，饱
含了主承办方对祖国未来花朵的
关爱和期望。山东省少儿书画大
赛已成为孩子们展示自我的广阔
平台、企业和学校合作的“典范
招牌”、助力传播社会正能量的
有力载体。本次公益爱心捐赠活

动以“牵手国寿 共绘华彩”为
主题，特别邀请了马麟春、孙万
灵两位艺术名家来给革命老区的
孩子们授课，希望小朋友们通过
此次活动接受艺术的熏陶，插上
想象的翅膀，奔向美好的未来，
用天真纯粹的画笔传递出“奋斗
成就美好生活”的正能量。

中国人寿山东省分公司客户
服务中心总经理孙相建在致辞中
表示，中国人寿作为金融央企，
始终秉承“成己为人、成人达
己”的企业核心文化理念，坚持
内外兼修提升标准，精益求精提
升价值，以人为本无私奉献，积
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牢记社
会使命，履行社会责任，致力公
益事业，尽职担当，播撒爱心，
传递真情。“我们历经风雨攻克
难关，艰苦奋斗奔向美好生活，
正是对沂蒙精神的实践与传承。
此次活动在沂蒙精神的发源地启
动，必将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
‘团结、奋斗、美好’的种子，
为孩子们的成长成功奠基铺路，
使他们的艺术之旅扬帆起航。”

（文/焦猛 摄影/徐延春）

吴泽浩先生画邢侗：一脉文缘六百年
□ 李新平

点染之间，艺术生命快乐起航
——— 2020年国寿小画家“艺术回山”公益爱心捐赠活动举办

孩子渴望艺术的眼神 孙万灵(中)带领孩子们快乐创作 马麟春(中)给孩子们示范作画

来禽馆主邢侗 四家之首北邢南董邢子愿进士及第 邢侗巡按三吴

画外音 用美育浸润心灵 让生命绽放光彩
□ 丁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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