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坛

论我国高校非专业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 甘森忠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我国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中小学艺术教育普遍被挤占的现象，通过借鉴历史的依据、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现实，论述了如
果高等学校再不加强非专业艺术教育，将会影响学生素质的培养与提高，
乃至我国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与发展。
因此必须加强高校非专业艺术教育。
关 键 词：艺术教育 非专业艺术教育 审美 道德 创造力 生活

一、 专业艺术教育对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与发展的影响
非专业艺术教育应该是由幼儿园艺术教
育、
中小学艺术教育和高等学校非专业艺术
教育三个阶段构成的；随着社会和教育的
发展，
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艺术教育之间已不
再是互不衔接和彼此孤立，
三者之间的相互
关系将显得越来越重要。
如果缺了其中某个
环节势必影响，
甚至可以说是破坏了整个非
专业艺术教育。
只有将非专业艺术教育落实
好，才能培养一个健全的高素质的人才，正
如人体需要摄取均衡营养一样；另外，只有
将非专业艺术教育落实好，
才能促进与提高
专业艺术教育。因为，
专业艺术教育与非专
业艺术教育之间的关系已经形成了一种培养
艺术生产者和培养艺术消费者的关系，
这是
一种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
两者之间的影响
是双向而互动的。
在我国，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中小学
艺术教育被挤占的情况非常普遍，如果再
不加强高等学校非专业艺术教育，那么我
们的艺术教育就有可能失败；这里包括专
业艺术教育和非专业艺术教育。因为从上
述两者之间的这种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
者相互依存关系来看，缺了艺术消费者，艺
术生产者也就没有存在意义！艺术消费者
素质低下，也会影响艺术作品或产品的艺
术质量。这就是为什么经常有艺术家或设
计者抱怨决策者不懂艺术，选的作品或方
案都很差的原因。只要加强高等学校非专
业艺术教育，给艺术消费者补上一课，
这些
未来的天之骄子们一旦走上决策者的工作
岗位，就不至于不懂艺术。
二、加强高校非专业艺术教育的历史
依据及现实意义
１．学校艺术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所
有人的审美趣味
这是艺术教育的重中之重，要走出艺
术教育是“天才教育”或“专业人才教育”
的误区，艺术教育应该是为社会全体所享
有。全体社会人员，无论其天赋或文化背景
如何，均有权享受艺术教育所提供的丰富
内容。在一个科技日益先进而感官信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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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复杂的环境中，对各类信息的感知、阐
释、理解与评价的能力便成为关键。
艺术有
助于全体社会人员发展理解和辨别这种充
满形象与符号的世界的多种潜力。
我们从西方艺术教育史中可以看到，
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的教育论述
都不是针对某一方面人才而是面向全社会
的。柏拉图始终都坚持至高无上的艺术是
治理国家的本领，而亚里士多德则是把艺
术教育进行了延伸，认为艺术教育应承担
起教育所有成年公民的重任。
因此，
“缺乏基本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
教育绝不能称为真正的教育”
“没有艺术的
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只有重视艺术教育
的价值与功能，才能促进人性的发展与完
善，使社会整体素质提高。
加强高等学校非专业艺术教育就是改
变中小学轻视艺术教育的错误倾向。如果
轻视艺术教育，人们缺乏审美趣味而有可
能生活在“灰暗”与紧张的生活条件中，社
会将出现危机；如果人们视艺术教育是日
常生活的合理部分，那就会改变这种周围
环境的灰暗与紧张状况，生活变得多姿多
彩，这就是社会的希望。
２．艺术是精神源泉且具有审美价值和
道德意义
在当前我国学校教育中重智育、轻德
育与美育的思想和现象还相当严重的情况
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致力于这一目标
的艺术教育可能是促进社会和谐与世界和
平的一种重要力量。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艺术
在本质上具有某种道德教育意义；在 １９ 世
纪浪漫主义兴起之时，艺术再次被宣布为
社会繁荣所必须的重要精神源泉。
“唯有美
才能赋予人一种社会性，唯有审美才能带
来社会的和谐”成为重要观念。霍勒斯·曼
和亨利·巴纳德（１９ 世纪美国著名教育杂
志编辑）也同样把艺术教育当作是确保社
会规范行为的一种道德力量。１９ 世纪著名
艺术批评家拉斯金认为精神是一种力量，
它可以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并按照另一种
形式重新建构世界，来创造艺术美和提高

人的道德意识。他提出：
“艺术的本质是美，
而美的本质则在于它对感官的吸引力”
。美
产生“一种崇高的精神，看见并且领悟到它
的存在的人同样是伟大的。
”在这种认识的
影响下，艺术逐渐被视为深邃的道德感悟
的源泉。
哈佛大学教授诺顿在其教学中也强调
艺术的审美价值和道德意义。他的教学目
标就是“净化哈佛年轻人的情感”
。英国教
育家哈里斯认为，绝大多数的民众几乎都
缺乏欣赏自然美的能力，这是因为他们还
没有通过艺术来学会欣赏自然美；所以，
我们教授艺术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欣赏美
和创造美”
，学校艺术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
学生对美的热爱和创造美的事物的能力。
如果缺乏这种爱和能力，人对其周围环境
中的美将会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更确切地
说，艺术教育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对自然界
中的美的事物更加敏感。艺术家的直觉能
力使得他们能够识别自然中的美和真，有
些人天生就具有一种感知这些美的事物的
才能，而大多数缺乏这一才能的人，便可以
通过艺术活动来促进他们的感知力的发展。
在提高个人感知力的同时，他的趣味也随
之提高了。
如今物质化的年代，大学生的功利急
躁心理正需要艺术教育这样一种平衡手段
来调节，使其在精神上道德上得到净化。而
审美的提高有助于我们生活环境少一些污
染视觉及听觉的低劣作品。
３．艺术就是培养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有
力手段
我国社会如今充斥着许多舶来品，大
到飞机、汽车，小到电脑芯片、手机等，我
们的研发能力始终走在别人后面。因此不
管是艺术学科、工科、文科、理科，原创性、
创造力已成为第一要素。只有具备了强有
力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才有可能迅速赶上
并超过发达国家。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艺术的想象力
影响了科学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
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不但是一个艺术
家也是一个科学家，在他的手稿中就有人

类幻想飞翔的飞机雏形。
验，
它同时也是改造个人生活和社会的一种 即便是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实现
１８ 世纪新古典主义结束后，艺术家逐 手段和途径。艺术是解决家庭、学校或社会 的目标。虽然我国《关于加强全国普通高等
渐被视作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想象能力是 生存问题的一种方法。这种意义上的评价， 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
（教体［１９９６］５号）早就
一种比科学更高的直率的洞察力；艺术在 是重视艺术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一观 出台，但是，大部分高校仍然只把艺术类课
教育中之所以意义重大，主要是因为它可 点，
如果艺术教育仅仅只是对艺术名作的漫 程当为选修课有些甚至连选修课都没开，
以具备先于其他任何科目或学科早早地使 长历史和伟大崇高进行静观，
那么它也就丧 而只有部分人选修的艺术教育就谈不上培
用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 ２０ 世纪中 失了现实意义。
艺术经验所强调的不是与生 养所有人的审美趣味，艺术教育的功效也
叶世界艺术教育的代表人物罗恩菲尔德所 活隔绝的艺术，
而是作为人类活动必要组成 就达不到。
选择的捍卫艺术教育的一个理由。他认为 部分的艺术。
艺术史表明艺术不仅与个人经
可喜的是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许多高
艺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和发展创造力，而 验有联系，而且还与礼拜仪式、国家制度和 校已经将艺术教育列为必修课，且已收到
这种创造力能够转入人类其他所有活动领 工业制造有关系；既然艺术是这样一种不可 明显效果，例如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
域。他援用了心理学家Ｊ．Ｐ·杰尔福德的研 或缺的生活的组成部分，
那么它就不应该是 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他们已经开设了诸
究成果，据后者推测，所有领域中富有创造 “专业艺术教育”的独有权利。
如：
《大学音乐》
、
《大学美术》
《大学影视》
、
、
力的个体所共同拥有的某种特征是存在的。
这种从强调艺术的自我表现到强调艺 《美学基础》等限定选修课。
美国工业图画史上关键人物之一史密斯在 术的社会学意义的转变，是一个社会本身
但愿未来能有更多的与社会发展相适
波士顿的任期即将结束时，强调艺术在普 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应的艺术教育课程融入到高校非专业艺术
通教育中旨在发展感觉的准确性，训练想
我认为艺术教育不能过分依赖过去的 教育的课程中，从而完善高校教育，为我国
象力，培养丰富的创造力。
艺术成就，艺术教育不应该只是立足于艺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与
４．艺术给人类带来美的享受和创造幸 术史的艺术欣赏；艺术教育应该是通过了 发展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福生活
解艺术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来进行的。这
参考文献：
史密斯认为艺术能够给人类带来美的 也是我国高校非专业艺术教育所缺乏的。
［１］（美）阿瑟·艾夫兰著 刑莉 常宁生译
《西
享受和创造幸福生活的教育的基本组成部 创造幸福生活的艺术教育如果不以发展的
方艺术教育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分。因为优秀的工业艺术不仅包含艺术要 教学方法与内容来适应如今高速发展的社
［２］张小鹭《现代美术教育学》 西南师范大学
素也同样包含科学要素，科学确保必不可 会，仅仅停留在艺术史或历史艺术欣赏，
那
出版社
少的真实和永恒的工艺，而艺术的独特贡 么它对现实社会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
作者系厦门大学艺术学院２００３级研究生
献则在于其魅力和美的特质。
结 语
（责任编辑：鞠向玲）
这种意义上的艺术已非仅仅是个人经
关于艺术应该是一门必修课的思想，

结构要格外注意。
（接第９０页）体的部位线条要肯定而实在， 脚的刻画。一幅优秀的速写作品，其优秀 生；因此，对于手的解剖、
没有接触人体部位的线条虚轻、松动；在 处：可能是表达了画家对某种情绪的反映， 最后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画人物速写中
一幅整体的速写作品中，通幅人物的轮廓 也可能是对日常生活中个别现象的认识， 也常常忽略掉了人体的另外一部分——脚
结构部分线条明确而具体，而轮廓内部的
线条应纤细，色调轻淡而随意。
（４）在速写作品中，线“粗细”的表达
会随着主观意识的参与而显示出画家对人
物对象的认识程度；你可以将线当作变窄
了的面，这样的话，你就能以灵活多样的
手法随意处理画面的线条而使作品富有情
调。但艺术的表达手法会与我们的常规思

亦可能是对客观事物某一点的喜爱。因此
作为收集素材的重要手段，它的画面可能
是残缺的、是局部的、是零散的；画家可以
根据当时的生活经验及审美判断，来确认
或刻画他所认为是较为重要的那个部分；
而这个部分可能是：刻画细致的一个头像、
描绘生动的一只手、精雕细刻的一段服装
的褶皱或者是省略掉头的下半身等等。但

的描绘；一幅速写中，失去双脚的画面是
不完整的；就像是一篇文章被掐去了尾巴
部分，终是未完成的工程，致使首尾不能
呼应，造成憾事。另外，我要补充的就是：
画速写要轻松而大胆地去画，有些人作画
常常是把身体部分描绘得生动，头、手两
者反而拘谨，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心态没
有调整好，这是其一。画速写很大程度上

维相反，主体部位，结构转折，并不一定
非要用很粗的线条来表现；相反，细劲的
线条则更能准确地告诉读者形体的部位。
（５）速写作品中，通幅的情调与气韵
也取决于画面上用笔的“轻重”。有经验
的速写艺术家通常会将最重的线条放主
要塑造的地方。如：人体结构转折处，头
部及手的刻画上，使画面形成明确的节

在通常情况下一幅完整的速写作品，对于
人物形象的描绘应该考虑到头、手、
足三者
的关系。通常人物生动的情态除了通过人
的语言与表情来传达以外，而其余部分是
依靠人的肢体动态语言来完成；那么认真
地描绘人物富有显明特征的头部，理所当
然地就成为艺术家笔下的重点。而手是人
的第二表情语言，一双描绘精确的手更能

是一种默写，不论是面对对象还是当你没
有画完而对象却走掉了，都要靠你默写添
加去完成，所以要了解、熟悉人体的结构
与动态。这是其二。最后，速写也要靠想
象去弥补画面的不足，小到人物服装上的
花纹、饰品、颜色，大到环境、场景、道具
等，其目的在于丰富画面，体现对生活的
观察与理解，
培养对作品的组织与审美，
而

奏感。在一幅作品中，如果增强了人物上
身的重量感与结构的转折点，会符合人
们日常的审美习惯。若是人物的下身重
于上身的话，其反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最后，要注意人物速写中头部、双手及

充分地展示对象的性格特征，补充人物语
言神态之外的另一部分语言。但是常常在
我们眼前活动的双手却并非想象中的那样
好画，所以我们也常常感到对于我们过于
熟悉的事物，却在描绘中显得那样的陌

这些都是为一个出色的创作者铺垫扎实基
础的重要环节。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艺术系
＂（责任编辑：徐良瑛）
艺术教育 ２００６ 年·第 ３期

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