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艺术教育中一朵芬芳四溢的花
儿，江苏省启东实验小学的少儿版画跻身
于全国中小学版画教育舞台已32年。
2017年12月，该校凭“少儿版画”荣获全
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肥沃土壤 催生嫩绿新芽
启东实小少儿版画，根植于启东版

画之乡这块肥沃的土壤。启东实小率先
在美术课中尝试版画教学，他们把版画
作为对学生进行美育、培养学生动手、动
脑、创造能力的突破口，通过有计划、有
步骤的实践活动后发现：小学生对既动
手又动脑的版画非常感兴趣，一些美术
基础好、动手能力强的高年级学生还自
发地成立了版画兴趣小组。功夫不负有

心人，这些学生制作的版画作品频频
在有关展览中展出、在比赛中

获奖、在报刊上发表。
科学求索 孕育满园春色

对小学生进行版画
教学的探索取得了初步
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
学校领导及美术教师
搞好版画教学的信心，
于是，每学期的学校美
术教学计划中都有版画

教学的内容，学校除了组
织学生定期开展版画兴趣活

动以外，还每年在全校举行艺
术节，将版画展览作为其中重点内

容，以此不断促进版画活动的蓬勃开展。
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少儿版画学
会首任会长、中国《版画世界》主编、著名
版画家李平凡先生亲临启东实小看了该
校的版画教育后，欣然题词：“少儿版画，
为国争光”，给予勉励。本世纪初，启东实
验小学成立“启东少儿版画苑”，由著名
版画家、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画艺术》杂志
总编杨可扬先生题写、启东实验小学承办
的《少儿版画苑》报创刊，开创了全国乃至
国际上少有的少儿版画教育交流平台。

开拓精神 铸就非凡业绩
启东实小不断打造少儿版画这个品

牌，学校邀请上海艺教委专家指导团成
员李家新先生等专家来校举办“李家新
藏书票作品收藏展”，同时请李先生作藏

书票知识讲座。并邀请版画院专家来校
为教师作版画技法讲座，以促进教师自
身对版画感悟能力的提高，学校要求教
师指导学生学习制作藏书票，把在制作
藏书票的感想、体会、设计意图等用作文
方式进行表达，使该校开展版画文化育
人的路子越走越宽。江苏的《新教育周
刊》开辟“新画苑”栏目，定期发表该校学
生版画作品；《少儿版画苑》报被中国中
小学藏书票联合会确定为该会会刊；
2006年12月，《少儿版画苑》被中央教科
所评为国内最佳校报一等奖。

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使该校的
版画、藏书票教学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自2002年4月，该校成功承办“东疆杯”
全国第三届中小学师生藏书票作品展览
开幕式暨中小学藏书票教学研讨会，后
来该展览应邀分别在南通师范学院、上
海东方明珠塔大厅等地展出，之后又与
台湾台北县教育局联合举办“海峡两岸
中小学师生藏书票展览”、在校园里举
办“日本著名新孔版画艺术家森本利根、
捷克版画家库克版画展”、“国际少儿版
画邀请展”等多种形式的版画展览和研
讨活动，让少儿版画在社会上产生了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

特色品牌 促进快速发展
启东实小在版画教育领域打造出了

自己的品牌——少儿版画苑，她不仅使
一代又一代在实小学习的学生有机会学
习版画，而且通过学习版画，了解了版画

是怎样的一门艺术，她潜移默化影响着
孩子们在审美能力、观察事物、动手动
脑、创新思维、合作交流等方面的发展。
32年来，启东实小在开展的版画教育文
化传承的活动中，有数以千计的学生版
画在各种展览中亮相、获奖或发表，培养
了一大批优秀版画新苗，其中有的被美术
专业院校录取深造，有的成了版画专业创
作人才，有的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更多
的成了版画业余爱好者。因此，该校的版
画文化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学校先
后在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及国内各级各
类组织的少儿美术比赛中荣获先进单位
称号，美术教育专题片“东疆花苑一奇葩
——记江苏省启东实验小学版画教育”也
在江苏电视台播出。2004年10月，中国
教育学会把“艺术教育特色学校”的铜牌
授予启东实小；2005年，江苏教育学会主
编的《江苏特色学校汇编》将该校版画教
育收列其中……所有这些，都为江苏省启
东实验小学的发展史添上重重的一笔。

攀高勇气 提升办学品质
启东实小打造少儿版画教育这个文

化品牌，为学校全方位宽领域彩绘孩子
们的人生起点起到了方向性的作用，启
东实验小学的少儿版画苑已然成为该校
乃至省内外一道亮丽的名片。32年来，该
校在艺术教育方面先后成为中国中小学
藏书票教育实验基地、全国儿童漫画创作
教学基地、江苏省少儿漫画教育实验基
地、全国书法教育特色学校、全国艺术教
育特色学校、江苏省艺术教育示范学校。
2018年1月，该校的少儿版画荣获教育
部第二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传承
学校等；由著名漫画家缪印堂先生题写、
江苏省快活林漫画协会主办、江苏省启东
实验小学承办的《校园漫画》报至今已出
刊19期，在国内影响较大。 （陈永高）

锲镂平凡 砥砺前行
——记启东实验小学少儿版画

●10月12日，全市乡村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
育站集中研修活动在和合小学举行。

●10月12日上午，2018年道德模范、“文明百
佳”事迹巡讲活动在南苑小学举行，本次活动由南
通市文明办主办，启东市文明办、市委市级机关工
委、市教育局承办。

·教育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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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多年来，启东市教育局坚持把艺术教
育作为推进学校素质教育的强有力的抓
手，努力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和良
好的艺术修养，让每个学生都成为艺术
教育的受益者。

扎根课堂 拓展社团
我市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着

力推进课程建设。教学内容除了有国家规
定开设的课程外，还开设了体现地方特色
的校本课程“版画”、“蓝印花布”等。

为了给每一个学生搭建兴趣发展的
平台，真正让每一个生命个性成长，各学
校大胆创新，在构建“体艺2+1”活动时，
结合自身实际，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具有
校本特色的学生社团活动在全市广泛开
展。课程设置丰富多彩，“合唱团”“创意幻
想画”“彩铅画”“泥塑”等社团在各校生根
开花。每个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有
选择地参与到社团活动中来，活动计划落
实到位，且重点定时、效果显著。让85％
以上的学生掌握了1~2项艺术表演技能。

各校每年都会开展合唱节、艺术节、
美术展览等活动。如：实验小学的“实小
好少年”评比，长江小学的“体育节”，紫
薇小学的“彩绘童年”阳光艺术节，汇龙
小学的“汇心园科技节”，折桂中学“折桂
之声”合唱节，百杏中学“家庭才艺大
赛”，启东中学的“校园文化艺术节”，汇
龙中学的“沙地诗韵”展示活动。

重点项目 打造品牌
目前，我市各中小学已渐渐形成各

自的艺术特色，打造重点品牌。
实验小学先后被评为中国中小学藏

书票教育实验基地；全国儿童漫画创作
教学基地；江苏省少儿漫画教育实验基
地；全国书法教育特色学校；全国艺术教
育特色学校；2018年1月，该校的少儿版
画荣获教育部第二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
秀文化传承学校。长江小学多年来在合

唱教学领域深入研究，
学校拥有一批业务能
力强、音乐素养高的专
职音乐教师，学校合唱
团在南通市“江海天
籁”中小学生合唱比赛
中连续三届获得最高
奖。少年宫学生陆轶
文，如今已成长为青年
二胡演奏家、上海音乐
学院硕士研究生，启东
中学认真贯彻、全面落
实《学校艺术教育工作
规程》，全方位、多渠道
渗透，达到艺术育人、
学校教育艺术化和建
立较完整的艺术教育
体系的目标。
多元培训 勤修内功

师资过硬是艺术
教育水平的保障，教师
是艺术教育的直接实
施者。具有一支素质优
良的教师队伍，是艺术教育的根本保证。
我市艺术教师队伍中拥有多位南通市学
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启东市学科带头人，
学历水平达到国家规定标准，专业结构、
职称结构等比较合理，队伍比较稳定。近
年来，成立了“启东市教师艺术团”、“启东
市小学音乐新教师联盟”，吸纳青年教师
的加入，引导他们制定成长目标，鼓励他
们充分展示自我、发展专业。

近年来，我市加大了沪启两地的文
化交流力度，全面提高全市艺术教师培
训活动数量与质量。作为沪启文化交流
的马晓晖音乐论坛，在一场丰富、奇异的
二胡之旅中感受民族传统音乐与世界多
元文化的结合；“风从海上来”上海优秀
文化资源走进南通系列活动之“奇妙的
和谐——各种人声在歌剧中的人物塑

造”培训活动，用一种全新的形式和视角
让每一位教师切实感受到歌剧的魅力。
形式多样的锻炼和学习平台，提高了艺
术教师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多名教
师在南通市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和优秀
课比赛中荣获一等奖，一批研究型艺术
教师正在茁壮成长。

缤纷舞台 尽展风采
校园是艺术的摇篮，校园是文化的

沃土。校园有了艺术的熏染、文化的浸
润，就有了深厚的底蕴、灵动的韵味。阳光
下成长——启东市第七届中小学生校园
艺术节艺术节目展演，就是一场提升学生
审美与人文素养，展示全市中小学校艺术
教育成果的饕餮盛宴，一首由师生共同创
作演绎的艺术节主题曲《星·光》也为本次
活动增添了色彩。校园艺术节展演活动坚

持以育人为本，以各年级、班级为基础，开
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培养学生健康的
审美情趣和良好的艺术修养，让每个学生
都成为艺术教育的受益者。活动体现了向
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特色，促
进了学校艺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展示
了我市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

中小学生陶艺节、合唱节、现场书画
大赛、“独唱、独奏、独舞、器乐组合”比赛，
都成为孩子们一展风采的舞台。一系列文
化艺术活动的开展，努力营造积极向上、
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展现我市学生
积极进取的青春风采和精神风貌，发掘学
生潜力，发挥个性特长，培养兴趣，陶冶情
操，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起到激励、引导
学生以奋发进取、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投
身新的学习生活。 （张玲玲）

在艺术的浸润中精彩绽放
——我市推进中小学艺术教育工作综述

●喜迎中国少年先锋队69周年建队日，10月
15日，徐龙小学、善成小学等多校举行主题队日暨
2018年新生入队仪式。

启东市长江小学创建于1988 年,学
校一贯坚持艺术教育为办学特色，充分
挖掘艺术教育的潜力，拓展艺术教育的
空间和方向，不断提高全体学生的艺术
素养和综合素质。教师们用艺术滋养生
命，用汗水激发灵感，用审美促进成长。

1993年，学校创立童心合唱团。20
多年来，童心合唱团多次获得启东市级、
南通市级各级奖项。学校的艺术特色教
育在一定范围内起到典型带动、示范辐
射的良好功效，树起了一面启东、乃至南
通教育界的艺术典范之旗。

天籁之音 童心合唱
合唱是声乐艺术领域中的一种集体

歌唱形式。合唱艺术也是声乐艺术的最
高表现形式。随着合唱事业的发展，童声
合唱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越来越被人们
所喜爱。在长江小学童心合唱团，孩子们
可以享受专业的合唱训练，练声、练气
息、练节奏、练耳朵、练习与每个歌者的
配合，他们学习的不仅是声乐，更是艺
术。经过层层选拔，成为童心合唱团成员
的孩子是自豪的，他们纷纷立志为长小
续写辉煌，创造佳绩。一批又一批的孩子
伴随着童心合唱一路成长，《西湖春晓》
《梦中的卓玛》《为祖国绽放》《爱是我的

眼睛》等曲目已成为学校的保留节目。
2018年3月，长江小学童心合唱团被评
为“启东市中小学优秀学生社团”。

教师队伍 爱岗敬业
长江小学童心合唱团是学校的一大

特色和亮点。该团2012年在启东市首届
“江海天籁”中小学生合唱节比赛中获得
一等奖；2013年在“童声里的中国”南通
市首届“江海天籁”中小学生合唱比赛中
获得一等奖；2014年在启东市第二届

“江海天籁”中小学生合唱节比赛中获得
一等奖；2018年在南通市第七届校园艺
术节上再一次惊艳亮相。

长江小学童心合唱团能取得如此喜
人的成绩，绝非偶然，它彰显了长小师
生对提倡素质教育、倡导学生全面发展
教育理念的真切领悟，是长小音乐教师
们强烈的事业心和精湛的艺术修养的完
美展示。学校能根据教学计划，深化教学

改革，开足艺术课，做到艺术课的开课率
达到100％，老师们利用业务学习时间交
流教学体会，探索先进的课堂教学模式和
有效的教学方法。每学期，都会有艺术老
师执教校级以上的教研课。黄鹂、黄蓓蓓、
薛博予等老师，多次在启东市南通市音乐
教师好课评比，公开课展示等活动中取得
优异成绩，她们撰写的20多篇专业论文
《巧用多媒体构建精彩音乐课堂》《小学音
乐高效教育方案的设计艺术》等在各级各
类杂志中发表或获奖。2017年1月，黄鹂
老师在“全省教师合唱培训暨省教育学会
年会”中，做了题为《小学合唱教学的探索
和实践——以〈五月的天使〉为例》的讲座，
受到省内外专家一致好评。

领导重视 后勤保障
学校领导重视艺术教育工作，成立

了校级艺术教育领导小组，做到有校级
领导分管，教导处分管主任具体负责，将

艺术教育工作纳入学校工作计划之中，
融入班级工作之中，以落实“多才多艺”
的培养目标。经过实践，学校实施了以学
生为点、年级为线、学校为面的“立交桥
工程”，其核心内容是：艺术教育以学校
为面，在年级开花，以每个学生为一个

“受力点”，像太阳一样，让每个学生都能
照射到艺术的光芒。在这个“点”上结果，
构建了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新体系，使
艺术教育工作渗透到学校管理、学科教
学和各项活动之中。2018年4月，学校被
评为南通市艺术特色学校。

学校虽然小，但对艺术活动专用教
室的配备却丝毫不含糊，配齐了音美教
学器材，先后添置了4架钢琴，还不断添
置学生的演出服装。每年还拨出一定的
经费用于艺术教育，并逐年提高，为学校
艺术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质
基础。 （沙健羽）

我与教育共成长
启东市永和小学李莉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我们国家实现了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重大转折。中国的教育
事业蓬勃发展，教育领域也渐渐从落后到与世界同步，

教育结构体系逐步完善，实现了深刻的调整，步入了全
新时期，中国的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呈现出

兴旺发达的势头。作为一名80后教师，我见证了教育事

业日新月异的变化。
记得儿时的我刚上学时，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很差，

没有像样的教学设施，门窗破烂。老师们教学器具缺

乏，学生学习用品缺乏，但在这艰苦的条件中，学生渴

求知识的心情已在心中深深扎根发芽。在90年代，我们

迎来了素质教育的落实，我们学校成为最早的试点学
校。学校开始开设兴趣课堂，能让我们农村的孩子接触
到了和城市学校一样的资源活动。

经过几年努力之后，我考进了师范院校，毕业之后
回到母校，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扎根于此，开
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毕业刚开始工作时，教学很简单，课堂中只是传授
知识，知识点讲透，讲细，学生掌握的就多。“填鸭式”

“满堂灌”是那时的教学特点，但现在的教学与过往完
全不同。教学中除了传授基本知识，更注重培养和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教育部门提出以学生为主，尊

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调动学生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不再是
枯燥、乏味，全新的教育方式使得课堂充满生机活力。

记得儿时课堂上，老师们的教学器具很少，总是在
课前把新授的生词和例题写在小黑板上，每当讲到时
就会挂起来，英语老师也会画些图片展示新词。简陋的
教具看似普通，但这都是老师们为了提高课堂效率而

精心准备的。在每学期的复习课来临时，老师们归纳的

重点知识写满了黑板，一堂课下来，头发上、衣服上沾
满了白白的粉笔灰。而今，粉笔和黑板被多媒体所取
代。每间敞亮的教室里都有大屏幕的液晶电视，老师们
的知识重点会清楚的显示着，音乐、图画、视频样样都

有。老师们的办公室里每人配备电脑，上网搜索教学资
源，应有尽有，不必在到处找教辅用书。不仅如此，备课
教案，课件制作都能轻松完成。教学工作的现代化给教

学课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使学生和教师真正受益。

现如今的学生不再只注重学业知识，国家更注重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我们转变课堂教学方法的同
时，学校也提倡学生的课外活动。课业学习的同时，开

展丰富的课外活动，在我们学校创设了音乐、体育、美
术、口语……各种社团，让学生接触更多的知识，掌握
多种技能，陶冶情操。

“少年强则国强。”改革开放以来，确立教育优先发

展策略、实施科教兴国。习总书记说：“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事情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作为教育
事业一线的我们肩负重大责任，刻苦努力创新，为实现
中国梦和教育强国梦而奋斗。

放歌风帆鼓 合唱创辉煌
——记启东市长江小学童心合唱团

●10月15~16日，大型音乐儿童剧《青铜葵花》
分别于和合小学、惠萍小学（惠萍中学）、南苑中学、
少直小学、南阳中学（南阳小学）、实验小学开发区
分校巡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