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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美美美育人 以文文文文化人

城里娃、农村娃、外来娃，都是同一蓝
天下的常州娃。近年来，我市在不断促进
教育均衡发展的同时，还努力让每个孩子
都能享受美育熏陶，为广大青少年创造更
多人生出彩的机会。

常州经开区崔桥小学是一所农村小
学，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外来务工人员家
庭。近年来，崔桥小学不断打造儿童画创
意教学的美育特色，带领孩子们遨游在彩
色世界，共同描画多彩未来。

通过定向教育资金投入和美术儿童画
创意校本课程开发，崔桥小学开展了多样
化的实践创作。孩子们不仅能通过美术
课、美术社团、创意工作坊接受美术教育，
还能在艺术名家进校园活动中接受著名美
术家指点，在暑假儿童画创意夏令营中亲
近自然、激发灵感，在美术馆、博物馆等文
化场所观摩学习艺术佳作。

崔小学子的画笔下，诞生了一幅幅充
满童趣、灵动可爱的作品。学校又积极为
孩子们打造展示、切磋的平台。从校园艺
术节到省市区各级儿童画比赛，从校园文
化墙到各级美术馆，从常州到异域他乡，更
多人欣赏到了崔桥小学孩子们描画的多彩
世界。

儿童画儿童画 绘就多彩未来

翰墨飘香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横
竖撇捺间，用规矩成就人生方圆。近年来，
钟楼区多所学校积极配合“墨韵钟楼”书法
教育工程，大力推广少儿书法教育，做亮翰
墨书香底色，让孩子们在书法学习中以墨溯
源、以墨正心，塑造良好品格。

为营造浓郁的墨香校园氛围，觅渡教育
集团冠英小学聘请专业力量，通过行政团队
多次商讨、把关，打造古色古香的“冠英国学
馆”。古朴的木质元素与典雅的中国书法元
素相结合，为校园文化更添了几分温润、雅
致。常州市实验小学作为一所书法特色学
校，在环境建设上颇具匠心。学校正门口，篆
刻在木牌上的“银杏娃分享三字经”，读起来
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著名校友“七君子”史
良先生的塑像及生平简介，既有古典味，又有

实小特色。
为了鼓励更多的孩子喜欢书法，激发他

们的兴趣，市实验小学精心策划并组织丰富
的书法活动，如契合传统节日的“月之韵”书
法大赛、“翰墨迎新”对联书写大赛等，帮助
学生在积极参与中提升书写能力和审美情
趣。每学期，学校都会精心组建书法特色社
团，聘请书法专家进行授课，激发学生对书
法的热爱，帮助学生从小树立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意识。

冠英小学将各类比赛校本化，在学校层
面征稿、评奖，并在每学年评选出“冠英小小
书法家”。书法活动的多元化和趣味性，激
发了学生对书法的热爱，促进学生在一点一
横一撇一捺的书法练习中，陶冶情操，磨练
意志，坚定信心。

少儿书法少儿书法 墨香古韵润童心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美育对人
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进入新
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从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明确提出要
全 面 加 强 和 改 进 学 校 美 育 。
2020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
作的意见》，加强新时代的青少年
美育，正当其时。

近年来，我市着眼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
代新人这个总体目标，不断深化
以童谣、儿童诗、儿童剧、儿童画、
少儿书法等为主要形式的美育活
动，引导广大未成年人提升审美
能力和创造能力，塑造完善人格，
滋养人文情怀。

广覆盖。通过多年来的实
践，全市共有 294 所中小学在美
育成立了不同门类的专门社团，
超过学校总数的 83%；开展少儿
书法、儿童画、童话故事创作活动
的学校分别占 87.4%、87.3%、
70.3%，位居前三；武进区、金坛
区、溧阳市分别有 73、59、60 所
学校在市级以上美育活动中获得
各类奖项；小学阶段开展美育活
动接近全覆盖，可以说，全市美育
活动有着广泛的参与率和深厚的
基础。特别是我市创新机制，将
美育融入年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目标项目管理，用“以奖代
补”的形式鼓励引导文艺院团、中
小学校等基层单位积极开展形式
多样的美育活动，推动形成日常
化、全覆盖的生动局面。

有亮点。在历次全省全国的
“童”字系列美育活动中，常州青
少年创作的优秀美育作品获奖数
量和质量位居全省前列。其中儿
童诗《手机》《树》《耳朵》等优秀作
品脍炙人口、口口相传，产生了广
泛影响；在连续两届“童真里的色
彩”儿童画创作大赛中，常州报送
的作品均在万件左右，总数位居
全省各设区市第一名；18 年来，
金坛华罗庚艺术团先后创作排演
10 台大型现代儿童剧，在全国巡
回演出8000余场，被誉为江苏的

“乌兰牧骑”；新北区在全区范围
内大力推广儿童诗特色教育，涌
现出了新桥小学、龙虎塘小学等
一批诗教工作名校。

重涵育。在深化美育教育的
过程中，我市着力在融入结合上
下功夫，以期实现润物无声的效
果。将美育融入到“我的中国梦”

“八礼四仪”养成教育、“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等主题教育活动中，
不断创新主题内容和形式载体。
全国首部以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为
主题的动画电视剧《东方七色花》
在央视播出，并在爱奇艺、腾讯、
优酷土豆等网络平台热播，引导
青少年充分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

下一步，我市将以建好用好
青少年美育创研中心为抓手，着
力提升全市美育工作的系统性专
业性，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中引
领广大未成年人健康全面成长。

文明 朱雅萍

我市全面加强新时代的青少年美育工作

“我们和孩子从没看过这么好的儿童
剧！”看完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华罗庚艺
术团）送演的儿童剧《寻找“红头发”》，茅山
老区师生们久久沉浸在精彩的剧情和演出
中，细细回味着文明礼仪养成主题。

这，只是艺术团常年深入茅山老区乡
村学校巡演的一个场景。每一场演出传递
的真善美和正能量，都如春风化雨，滋润着
孩子们的心田。

18 年来，华罗庚艺术团面向千万儿童
观众群体，倾力打造高品质的现代儿童剧，
先后创作排演《少年华罗庚》《飞吧大雁》

《永远的雪梅》《留守小孩》《黎明的河边》
《从长荡湖来的女孩》《田梦儿》《寻找“红头
发”》《青铜葵花》《戏娃》等 10 台大型现代
儿童剧，在全国巡回演出 8000 余场，观众
达800万人次，被誉为江苏的“乌兰牧骑”，
剧团被中宣部评为“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
化建设先进集体”。2020年6月1日，剧团
正式挂牌升格为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

一直以来，艺术团牢牢把握“主旋律、
正能量”的方向，侧重抓好现实题材、特别
是反映本土气息的原创作品。音乐儿童剧

《田梦儿》挖掘和艺术再现了美德少年的感
人事迹，在省内外演出500余场，观演人数
达50万人；红色文化儿童剧《黎明的河边》
巡演进校园，让学生在艺术审美中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一台台受到热烈追捧的精
品儿童剧，承载着艺术团为少年儿童系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的追求与期盼。

在德润少年的同时，艺术团自己也大
力弘扬拼博奉献的“乌兰牧骑”精神、践行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他们常年以流动
舞台为家，保持每年 400 场左右的巡演频
次，并坚持为偏远地区和留守儿童、失依儿
童等特殊群体提供演出，更好地承担起了

“培根铸魂”的责任与使命。

儿童剧儿童剧 滋养更多美德少年德少年

费菊媛是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的
老师，因为喜欢诗，她常带着班里的孩
子读些易懂的童诗。一次，读到金波的

《如果我是一片雪花》，一个女孩说她要
落在费老师的头发上，做一只最美丽的
发夹。又一次，读到西尔沃斯坦的《捉
月亮的网》，孩子们又生出了许多奇思
妙想，捉流星的网、捉果子的网、捉快乐
的网⋯⋯费菊媛让大家把想说的都写
下来，有几句就写几句，童诗创作由此
水到渠成。

“从孩子们可爱的语言里，我读到
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深情。”

龙小的诗歌教育工作起始于 2000
年，全校师生二十年如一日，执着于“为
诗意人生奠基”。学校成立了诗社，爱

好诗歌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用诗来展
示最真实的生活和最有趣的想象。每
月的创作诗交流，让孩子们在校电视台
大放异彩。这期间，师生诗集《雏凤鸣
春》正式出版，新版的古诗文校本教材

《童声古韵》在全国热卖，学校承办“龙
虎塘杯”全国中小学生征联大赛现场决
赛，创建成“常州市少儿国学课程基
地”⋯⋯

诗歌的滋养浸润，逐渐让孩子们
养成了“阳光、灵动、文雅”的特质。全
国著名诗人丁芒赞誉龙小“一池芳草，
千载唐音”，全国诗教委主任梁冬则留
下了“诗以育人，诗以兴邦”的题词。
童诗创作，正引领孩子们诗意地走向
未来。

儿童诗儿童诗 播下诗意人生的种子

教学楼成了童话城，宿舍楼成了呼噜
岛，食堂就是甜甜街，还有“花果山”乐园、
稻草人主题园、迪士尼创作工坊，甚至每
一个教室都是独特的童话世界：班名取自
于童话，LOGO创生于童话⋯⋯

走进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仿佛走进
了童话王国。正如学校负责人所说：“童
话是儿童与同伴、世界对话的方式。我们
以创造为核心、以阅读为载体、以体验为
方式，让孩子们在童话中濡染情感、启迪
智慧、彰显灵性。”

除了在空间上构建童话世界，清英学
校还建立了明晰的童话阅读目标——会
读，喜欢阅读童话，读百篇优秀经典，初步
感知童话的特点；爱讲，喜欢讲述童话，在
情感体验中受到启迪；乐创，掌握童话的
基本结构与表达形式，积极尝试改编、创
编童话。对孩子创作出的童话作品，学校

成立“出版社”鼓励出书，还举办新书发布
会、签名售书等活动，让儿童获得成功的
体验。

清英学校童话课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童话戏剧，每年的 5、6 月，儿童们沿
着“读、讲、编、绘、演童话”的轨迹，开启他
们期待已久的童话戏剧节。全校 2600 多
名学生、62 个班级，班班上台，人人参与，
他们在童话创作表达中发现美、塑造美、
呈现美，心灵由此变得快乐而丰盈。

和清英学校一样，武进区星辰实验
学校也将童话故事融入课程、融入孩子
们的生活。学校形成了“班班有读”系
列童话读书活动品牌，通过精读、表演
到创作形成一整套的活动体系，同时结
合一年一度的读书节、英语节，有针对
性地开展童话故事创作，让孩子们把生
活过成童话。

童话创作童话创作 让童年美得像童话

清英学校童话戏剧《狮子王》演出

实小学子书写对联

龙小诗社的孩子们

《戏娃》演出剧照

崔桥小学“小画家”和他们的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