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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就我国高校美术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计、培养
方式进行分析，提出如何进行高校美术教育改革以适应教育国
际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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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发源于二战后的美国，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世界范围
内兴起了新一轮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
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
际合作已日益成为高等学校的第四职能。
视觉艺术学科以其感性的特点，超越抽象的语言障碍，以非常
直观、形象的方式在各国、各民族地区之间更为便捷地交流。早在
1934 年，杜威在其著作《作为经历的艺术》
（Art as Experience）中便
阐述了艺术作为全球化的语言，是了解其他文化的最佳窗口。[1]
（p99）目前，我国高校美术教育的培养模式仍然较为传统，国际化
的交流还相对薄弱。本文就课程国际化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家美术
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作探讨。
1.课程国际化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美术教育国际化
（1）课程国际化
所谓课程国际化，主要是指从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到具体的
课程内容、实施方式都体现出国际性的趋向。提到课程国际化，西
方学者往往使用“国际学科”
“国际课程”
“跨文化课程”
“跨国课程”
等词汇。西方学者莫里斯哈拉雷曾从高等教育国际化内容的历史
—学科的全球适应性的推广与验证过程，跨文
发展，学科普遍化——
化、跨国界的研究等几方面来论述课程国际化的内涵，他认为，课
程国际化不仅包括外语训练和国际区域研究学科的发展过程，而
且还包括将全球眼界引入一般学科的“学科普遍化”
过程。[2]（p71）
（2）日本、
美国等国家的高校美术教育国际化
在高校美术教育的教育理念上，日本战后就注重在师范美术
教育中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学习，特别在提高师范办学层次的基础
上，进一步在师范教学中排除了以往教学的部分弊端，展开对美术
教育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努力吸收罗恩菲尔德和赫伯特·里德等国
外学者的现代美术教育观念，使美术教育的方向从单纯追求美术
的技能，转变为注重创造过程和透过艺术施以感性教育。日本师范
美术教育还引进西方现代心理学、生理学和教育学理论，结合美术
教育实践即感性教育的特点，进行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和教学探讨。
[3]（p156）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日本通过引用国外的传统文化作为教
学资源，派师生出国艺术考察，与其他国家艺术高校联合办学等形
式进行。如日本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中书法三部分的鉴赏
均谈到了日本与中国书法的比较学习。如书法Ⅰ中谈到“日本与中
国等的书法文化”
；书法Ⅱ中谈到“日本与中国等的书法的历史、文
化，书法的现代意义”
；书法Ⅲ中谈到“日本、中国等的书法传统与
各种文化的关联”
。[4]（p248）日本的这一做法体现了多元文化的融
合，日本不但注重本国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学习国外（中国）的优秀
文化传统。又如：2007 年暑期，日本一批高校美术专业的师生千里
迢迢赴我国西藏进行艺术考察，探索我国千年洞窟壁画的奥妙，这
同样体现了日本高校美术教育教学中注重多元文化的学习。
美国高校美术教育同样注重国际化的发展，如美国杨百翰大
学美术教育课程概要的课程总览与课程目标中提到：
“我们希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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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该校美术教育的学生）能够成为极具潜能的，具有仁爱之心的
教育力量，他们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并立志终身学习。”
[5]（p279）该
校在设立课程目标时亦是以国际教师评估联合协会 INTASC 的核
心原则等为依据的，其课程开设亦体现了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如开
《全球文化观》等课程。
设《多元文化教育》
2.中国高校美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企业的引入等，特别是
2008 奥运会在北京顺利举行，神州七号飞船的成功上天，越来越多
的外国人开始关注中国，中国也正在发展成国际化的大国。同时，
国际化发展急需培养具有全球意识的人才，实现多元文化的理解
与交流。培养未来美术工作者的高校美术教育，更应该注重对学生
进行国际化的培养，拓宽其国际视野，增强对外交流的能力。
高校美术教育包括师范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与非专业美
术教育，以下就师范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必要性
进行分析。
（1）高师美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必要性
首先，高师美术教育培养的是将来基础美术教育的工作者，他
们更需要对多元文化的理解。特别是后现代教育观念兴起后，线性
的、封闭式的教育为非线性的、开放的教育方式所代替，这就对基
础教育的教师有了进一步的要求。教师不但要了解本国的文化理
论知识及专业知识，同时必须具有开阔的视野，了解国外的视觉艺
术形态及发展。教育要提高全民的综合素质，培养新一代的国际化
人才，首先要从高校抓起。因此，高师美术教育应加强学生对国际
的理解，引进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这是为优化将来的中小学教师
队伍，为更好地发展全民的综合实力作铺垫。如高师美术教育的学
生通过学习艾斯纳的《儿童的知觉与视觉的发展》、
DBAE 的教育理
念、罗恩菲尔德的《创造与心智的成长》等国外经典的教育理念，提
高教育理论水平；通过了解国外当代的教育理念，结合本国的特
点，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教学方法；通过对国外现当代艺术思潮的了
解丰富专业知识，更好地为将来的教学作铺垫。所以，我国高师美
术教育要加强学生的对外交流能力，引进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培养
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
（2）专业美术教育工作者国际化培养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后现代生活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发
展同样需要一大批有国际化视野、了解国际最新动态的美术专业
工作者。特别是视觉艺术设计工作者，设计理念至关重要，要有非
同寻常的设计理念，就必须有开阔的视野与不断更新的讯息。所
以，美术教育的国际化显得尤为重要。
3.中国高校美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途径
（1）引入国际化的教育理念，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根据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加入 WTO 的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
家的国际教育理念，我国高校美术教育培养国际化人才的目标应
是：
在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理念、
国际竞争与国际交流意识；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的同时，
注重多元化的吸收，
并具备良好的文化“免疫力”
，注重综合素质、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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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理素质的培养；鼓励学生掌握一种或多种外语，并善于进行国
际间的文化合作、沟通及信息处理，具有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
（2）优化课程设置，增加跨文化的认识与学习
国际化环境下要加强对多元文化的认识和对异文化的理解。
日本在小学阶段的美术教育就提倡增进国际文化的理解教育，德
国的美术教育也注重对国际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如德国美术教育
充分利用美术馆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延伸，实现对多元文化的认
识与理解。由于美术馆等藏有丰富的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珍
品，或展出不同地区、国家，不同文化的艺术作品，利用美术馆的教
育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加深其对多元文化的理解。
同时，美术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应注重地区性美术教育的研究
及国际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目前我国各地区高校美术教
育在办学及研究方向上没有形成地区性的特色，国际化的教育理
念不够深入。从当前我国高校美术教育课程设置上可以很清楚地
了解到，目前我国高校美术教育对国际化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外国
美术史的教学上，而对有关国外当代艺术教育的理念知之甚少。所
以，我们要加强国外当代艺术教育理念的研究，包括地区性美术教
育的研究，如对美国美术教育现状的学习与认识，日本中小学国际
化的美术教育的研究等。还可以直接引用国外先进的教学教材，学
习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同时，高校美术教育作为我国美术教育的
顶端，急需加强学生对国外美术资源的认识，包括当地的文化背
景、人文环境及其艺术特点、艺术内涵，以及现当代国外先进的艺
术理念。
（3）国际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当然，提倡教育国际化并不等于抛弃本土艺术文化而一味崇
洋，而是要通过国际化的学习实现国际化与本土艺术的融合，更好
地提升我国美术教育水平。教育历史学家 Diane Ravitch 断言：
“通
过学习其他文化，我们会有许多要获取的……通过学习我们的文
化，
他们也会有许多要获取的。学习他人的东西并不是要抛弃自己
的价值观。”[6]（p826）在国际化形式下，我们要认识并学习国外的
先进的理念，
同时也要充分发掘本土的艺术文化资源。我国是一个
古老的东方文明古国，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民间美术让世界发达国
家鞭长莫及。所以，我们更应该在进行多元文化的学习与交流的同
时，关注对本土艺术文化的认识，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国际化美术
教育。
（4）国际交流的方式
①走出去的交流。如联合办学，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一、二年
级在国内学习基础知识，三年级或四年级到国外考察学习当地的
艺术形式及先进的美术设计理念。如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与
日本、美国和我国台湾省等地高校建立交流关系，每年派学生到对
方学校交流学习，举办学术交流研讨会。同时，经常聘请日本等国
家的著名美术教育工作者进行教学，拓宽学生的视觉艺术视野。另
外，该校艺术学院教师如张小鹭教授等经常出国到日本、美国进行
国际交流，带回国际先进的美术设计与教育理念，使学生间接获得
国际化的学习机会。
②利用当地的美术馆进行教学。我国高校一般都设立在城市
里，城市里的美术馆经常举办国外优秀的画展，经常参观美术馆的
画展，
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实现对多元文化的认识。另外，美术馆
的讲座大都由专家级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人物主讲，通过这些讲座的
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各种画种的产生背景、发展及各种绘画流派的
理念，
了解美术界最前沿的动态。如 2008 年 3 月，在厦门市美术馆
举办的观澜世界版画展，展出世界各国优秀版画作品，这样的学习
使学生开拓了视野，了解世界各国的版画发展倾向；而随后的“开
放、
包容、
多元版画创作研讨会”更是让与会学生认识了版画的发展
历史、创作过程、创作理念，版画的当代现状，中国版画与国际的交
流发展，
以及通过一些留学回国的版画大师的介绍了解国外的版画
创作及教学理念。
③互联网的运用。网络以其特有的传播快捷性，在国际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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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媒介角色。美术专业的学生可通过互联网在
线参观国外美术馆，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了解国内外的美术教育动
态与讯息；还可以设立个人博客，上传个人的艺术创作成果或理论
研究心得，与国外的学生进行交流学习。如日本的学生通过网络与
美国学生建立联盟，以网络为平台举办两地学生的联合画展，从而
进行绘画语言的交流。
（5）加强外语教学，提高学生对外交流能力
当然，在当前，要实现对外交流的前提是加强学生外语水平特
别是英语的水平。我国艺术类的学生历来被认为是文化素质较低
包括外语水平较弱的一类，事实上亦是如此。外语是对外交流的工
具，艺术类的学生同样要提高外语水平，甚至有条件的话可以多选
修一两门外语课程。如进行国外绘画技法的学习时，有时涉及一些
外文的原材料，外语不过硬便没法更好地进行学习研究。再者，随
着国际化进程的发展，国际间校际的交流亦渐趋频繁，没有坚实的
高校美
外语基础，交流便相对困难。所以，国际化日发进展的当代，
术教育同样不能忽略加强外语水平的教育。
（6）建设国际化的高校教师队伍
在加强高校美术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高校美术教师队伍的
建设是不容忽视的。教育无国界，特别对美术教育来说更是如此。
①各美术院校要积极聘请海外学者来华任教、讲学，增加外籍
教师的比例。这些教师把国外先进的美术思潮、教育理念带入我
学生对国际先进艺术思潮的认识与了解，然后
国, 拓宽我国教师、
经过文化增值，形成独特的创作理念与教学理念。如厦门大学艺术
学院经常聘请日本等国的著名专家学者前来讲学，同时运用全系
公开课的形式，使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了解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
及专业动态。
②可以积极选派专业教师出国考察、交流，了解国外艺术表现
形式，了解当地的文化艺术背景。举办国内外的美术作品联展、美
术教育学术交流会等，拓宽教师的国际化视野。
（7）经费的配备
在组织学生进行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如果全部由学生自费，可
能会有一部分学生由于负担不起而自动放弃这一大好机会。所以，
学校甚至国家应该充分重视在校学生的国际化交流，预留专门的
费用，使更多的学生都有机会参与。
总之，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国际上多元文化艺术形态的平
等共存和互相理解已成为必然趋势。中国将逐渐发展成国际化的
大国，关注全球文化动态，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国际理解能力、国际
交流能力的人才成为必然趋势。而视觉艺术以形象的图像表现形
式更容易进行异国文化的交流，所以美术教育以其美术学科的全
球语言的优势，应该关注多元文化的认识与学习。培养新一代美术
工作者的高校美术教育应该加快国际化的进程，培养新一代有全
球视野、国际交流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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