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属于艺术的范畴， 而且具有极
强的个性， 在美术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提
高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小学美术教
育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就是色彩教学。
作为一位教师， 一方面要将色彩的知识
和技能教授给学生， 另一方面还要对学
生所具备的艺术表现力、 艺术创造力以
及艺术感受力进行培养， 因此要对两者
进行有机结合， 才能够培养出与时代发
展相结合的全方位人才。

一、 通过色彩游戏加强学生对色彩
的学习热情

现在新课标要求我们注重孩子的素
质教育，培养孩子的艺术素养，所以教师
和家长应该重视对于孩子的艺术教育，
艺术最好是从小学开始培养， 但小学生
却常常对绘画缺乏兴趣， 所以我们教师
应该反省自己的教学方法， 改进教学方
式。处在小学阶段的孩子，游戏是他们的
天性，传统的绘画课一坐就是一节课，教
师枯燥乏味的讲解， 对于这个阶段的孩
子们来说过于单调沉闷， 这样会使学生
对绘画的兴趣大大降低。 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 所以我们作为教师应该进行游戏
教育，激发同学们对于色彩学习的热情。

二、 通过学习水彩画加强学生对色
彩的运用能力

小学时期是孩子的萌芽时期， 这个
时期的孩子刚刚开始认识世界， 对鲜明
艳丽的色彩有着天然的好奇心， 这就要
求我们充分利用小学生的好奇心理，采
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式来培养小学生对
色彩的运用能力， 而水彩画是指以水彩
颜料经过水的稀释在纸张上作画的绘画
方式，因其色彩斑斓、鲜明艳丽的特点而
深受大家的喜爱， 同时小学美术课堂上
也经常让学生通过学习水彩画来加强小
学生对色彩的运用能力， 让学生受到良
好的艺术熏陶。 由于水彩是由颜料和水
按照不同的比例调和而成的， 二者比重
的多少将直接决定颜色的深浅， 训练小
学生对水彩中不同色度的颜色进行区分
可以培养出孩子细致、敏锐的观察力，这
对加强小学生色彩的运用能力是非常有
益处的。

三、认识小学美术色彩教学的现状
我国各个学校虽然重视美术教学，

但大部分学校中老师对于小学生热爱
的颜色模块还是不够重视，更多的将教
学重点放在了线条勾勒和绘画形态中，
对绘画色彩的要求只是简单地按照所
画物体的固有色彩进行涂抹。 要知道我
们的世界因为有了五彩斑斓的颜色才
变得美丽，小学生们对色彩的喜爱是一

种天性， 我们要重
视小学生美术才能
的培养。

四 、 多方面提
升小学美术色彩教
学

美术教学中我们会教授孩子们色彩
的运用，在国画、水彩画等画图方式中加
入色彩的美术专业知识， 通过指导学生
在不同领域的画图中掌握好如何运用色
彩， 对他们在之后的个人创作中将会起
到非常大的作用。

1.小学国画中的色彩教学
为什么要让小学生学习国画， 因为

国画顾名思义就是中国画， 利用国画对
学生进行文化教育， 是将来绘画教育的
发展趋势， 我们要让学生从一开始就对
中国画有所接触并理解它的魅力， 并以
此激发他们的学习潜能。 对于中国画而
言， 色彩更多的就是注重在水墨中恰当
的色彩点缀。 真正的国画要做到墨中有
色，色中有墨。

2.小学水彩画中的色彩教学
相对于国画， 水彩画更加贴近小

学生的生活， 水彩课也是美术教学的
重点内容之一， 它的难度在于不容易
把握色彩用量， 因此在上课过程中老

师可以先让同学们用蜡笔画进行训
练， 通过训练可以提升他们的个人创
作能力和创作思维。 老师在上课过程
中要引导学生去尝试对不同色块进行
搭配， 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色彩如何运
用和分配，提高学生的调色能力，让水
彩画更加丰富多彩。

3.鼓励学生进行色彩创作
要使学生真正掌握色彩运用， 更重

要的实战是让学生进行相应的创作，这
样才能更好地提升学生的美术修养，提
高色彩教学的质量， 也让学生的艺术创
作得到更好地发挥。

综上所述， 色彩教学是小学美术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师一定要掌握好教
学重点，完善自己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更
好地掌握色彩运用， 激发他们对色彩教
学课堂的兴趣， 从而更好地提升他们的
色彩感， 也充分提升他们的色彩运用能
力。同时，还要通过美术教育培养小学生
的审美观， 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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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体制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
和人民对医疗健康服务需求的不断增
加， 医院内涵建设与品牌影响力提升越
来越受到重视。 医院宣传工作在树立医
院形象、 和谐医患关系中有着关键的导
向作用， 而科普健康教育工作又是确保
患者满意、传递医学人文的重要途径。 由
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和专业性， 医院宣
传与科普健康教育二者在实际工作中不
是独立存在，而是彼此联系依存的，并常
常互为目的和结果， 兼顾形式和内容。
2014 年以来，湖南省人民医院以“推进一
种模式、建立两支队伍、围绕三个层面、
把握四个特性、开展‘五进’活动、强化六
大阵地”大宣传格局在扩展医院外延、塑
造医院品牌影响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推进一种模式
整合宣教职能，成立宣教办，形成新

闻宣传与科普健康教育一个归口管理部
门、一种行政管理制度、一套管理考核标
准的一体化模式。

二、建立两支队伍
1.通讯员队伍充实宣传“入口”。各部

门和科室的通讯员同时兼任科普健康教
育专干。宣教办定期组织培训，对通讯员
上报线索、 稿件进行受理和宣传价值评
估，建立“日新闻”机制，按工作目标完成
情况对通讯员实施动态管理。

2.媒体记者队伍扩展宣传“出口”。与
各主流媒体及有一定影响力的自媒体保
持良好的联系互动，提供优质新闻素材，
重大活动组织新闻发布，对政府、社会和
群众广泛关注或高度聚焦的热点事件、
健康话题，提前沟通，坦诚交流，确定妥
善有效的宣传方式。

三、围绕三个层面
1.围绕重大救治体现医疗水平。抓住

临床一线“少、奇、重、险”为特点的重大
救治案例以及一些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进行策划宣传，关注救治过程中的难点、
重点、关键点，持续报道发酵，形成新闻
效应， 体现医院精湛的医疗技术和高超
的专业水准。

2.围绕相关主题日做好健康传播。将
每年近百个健康主题日梳理制表， 形成
健康主题日宣传操作模板， 划定牵头科
室和责任科室，以此为契机，提前准备，
提供科普资料，策划落地活动，每年有计
划地宣传一个科室、 一位专家、 一项技
术。

3.围绕人文故事传递行业新风。挖掘
医护人员平凡事迹和感人故事， 真实记
录医护人员的生存状态和工作实况，彰
显对患者的医学人文关怀和大爱无私、
敬业负责的职业形象，引发大众共鸣，增
进医患了解，促进医患和谐。先后推出抱
着患儿写病历的奶爸医生薛挺成、 好人
好医生夏立丰、 网红医生周建波等一大
批典型。

四、把握四个特性
1.持续性。良好的宣传效应不是一蹴

而就的，“一口吃不成胖子”，应摈弃昙花
一现、贪图一日之功的心理，将宣传工作
纳入到医院和学科的整体工作中， 制定
远期和近期目标、具体实施计划和措施，
只有当医院、科室、专家等关键词形成持
续、强劲的刺激和影响，才能打造良好的
宣传效应。

2.广泛性。 医院学科门类多，专家人
才集中，特色亮点纷呈，品牌影响力的锻
造需要人人广泛参与。 宣教办面向全院
不同岗位、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人员，
难于做到有求必应、面面皆到，应根据医
院发展规划和需求制定方向明确、 重点

突出的宣传方案，先进带后进，后进看先
进，营造你追我赶、全员宣传的氛围。

3.系统性。建立通讯员、媒体记者两
支队伍的 QQ、微信群，畅通交流互动渠
道并保持一定的活跃度。 另设立个人和
集体奖项，年底进行表彰总结。 通过科
普健康教育演讲大赛、 仁术 TV 主播选
拔大赛，漫画及征文比赛等活动，挖掘
宣传“潜力股”，壮大宣传“主力军”，储
备宣传“预备役”。 宣教办人员分片、到
科，定点、定时与通讯员联络，完善线索
报送、稿件投稿、新闻采访、新闻发布工
作流程。

4.有效性。 宣传常做，但如何避免宣
而不传、传而不达、达而不效，是值得思
考的问题。很多的医院宣传工作，往往迫
于完成任务或流于形式过场， 或限于固
定模式，要出彩、出新、出色，非常不容
易。 医院需要有强大的支持系统和一支
专业、敬业的宣传管理团队，把每一次宣
传转化为生产力、影响力和凝聚力。

五、开展“五进”活动
1.科普健康教育进诊室。 举办“我来

讲健康”科普演讲竞赛，门诊大厅每日开
放健康讲座，进行听课、评课评选，遴选
出一批选题好、内容好、效果好的讲师组
成讲者库。 同时利用宣传栏、宣传资料、
显示屏、微信、微博、APP、网站等途径，
让每个就诊患者获取健康知识。

2.科普健康教育进病房。各科室应按
照医疗、 护理工作的要求做好相应的健
康教育，利用医院内部电视台（仁术 TV）
的有线传输，定时、循环播放科普健康新
闻节目和电视健康讲座专题片， 同时举
办仁术 TV 主播和讲座专家选拔赛，提
升节目质量和扩大影响。

3.科普健康教育进机关。组织优秀讲

者为省、市（区）厅局机关事业单位、企业
厂矿单位组织讲座、义诊、体检、问卷调
查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针对不同群体开
展常见病、多发病、职业病、控烟等方面
防治知识普及。活动前做好联络准备，活
动中做好资料发放、组织实施，活动后做
好健康档案、预约诊疗、专家服务等就医
就诊绿色通道建设。

4.科普健康教育进社区。 以社区、街
道、学校为单位，针对老年、妇女、儿童、
学生、孕产、肿瘤、慢性病等不同特征，开
展不同主题、 形式的健康讲座和健康教
育活动。

5.科普健康教育进百姓。 利用电视、
电台、报刊、杂志、网络等途径，通过文
字、图片、视频等多元化传播形式，让专
业、深奥、难懂的医学知识转变为易懂、
易学的科普知识走进寻常百姓家， 使老
百姓随时可查、可取、可用。

六、强化六大阵地
发挥院报、网站、微信、微博、医院

内部电视台、科普图书等宣传阵地的作
用， 选择优质的题材创作成影音作品，
对于优秀的科普作品集结出版，形成立
体化的网络，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场合
进行差异化宣传。 与湖南科技出版社、
人民卫生出版社合作出版科普图书 10
余部。

宣教结合的大宣传格局， 使医院宣
传工作呈现出“人人参与宣传，人人会做
宣传”的良好局面，宣传意识全面唤醒，
宣传能力大大提升，宣传效果强势显现。
每年在各级各类媒体正面报道达 2000
余次， 宣传与科普健康教育成为医院展
示实力的窗口，学科融入社会的平台，专
家走近群众的桥梁， 医院品牌影响力得
到更深、更广的传播。

“大宣传”打造“大品牌”
———以湖南省人民医院宣教结合为例

湖南省人民医院 周瑾容

浅谈小学美术色彩教学与提升
衡阳市石鼓区都司街华耀小学 唐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