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认为“小学美术欣赏”就是拿美术作

品让学生看，多么轻松！ 其实不然。《义务教育

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美术课程具有

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是九

年义务教育阶段全体学生必修的艺术课程，在

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 ”由此可见，小学美术欣赏教学对提高学生

艺术修养、培养审美能力、激发创造力、陶冶情

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注重作品的文化情境，培养学生的人

文精神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基本

理念之一就是：“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

术。 ”因为任何美术作品都不是孤立的，它都是

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中创作出来的。所谓的文化

情境，实际上指美术作品创作时所依托的文化

环境、条件及创作构思。 因此在美术教学时不

能停留在单纯的技能技巧的欣赏层面，而要把

美术作品放到一定的文化情境中，引导学生通

过学习，认识到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形式的

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同时

培养学生对祖国优秀传统美术的热爱。

我们知道艺术源于生活，生活中的美术现

象随处可见。在美术教学时可将教材内容与校

内外的活动相结合，与学生生活经验紧密联系

起来。 如《现代建筑艺术》一课，可让学生走出

教室，到校园走走，结合学校建筑和校园外的

建筑，分析、评论校园建筑及周边建筑的特点

和布局，感悟建筑的美。通过这样的教学手段，

拓展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使学

生认识到建筑艺术的多样性和美术对社会的

独特贡献。

二、创设良好教学情境，内化学生的情感

体验

小学美术欣赏教学分为四个阶段：视觉感

受、意象感受、审美心理及心境共鸣。 即先产生

视觉上的快感， 再进一步体验作品体现的情境

和思想感情，从而感受到美，最后产生欣赏者情

感上的共鸣。 那么审美的视象、意象感受的外在

因素就是情境，要使学生产生审美感受，使之内

化，就应该重视情境的创设。 在教学活动中创设

形式多样、别具一格的教学情景，使学生受到情

境的感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获得丰

富的艺术感受，从而提高审美能力。

如欣赏中国画时，教师可事先在教室多挂

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古代、近代、现代的中国画

图片，使学生一进教室马上置身其中，同时引

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 在欣赏过程中，

教师可播放一些中国的古典音乐来启发联想，

并借助古诗词描述出一幅幅清丽、淡雅的中国

画，以此内化学生的情感体验。 因为中国古诗

词、中国的古典音乐、中国画三者都善于借景

抒情，托物言志，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所

以借助古典音乐、 古诗词既可以渲染学习气

氛，又能帮助学生通过情感联想理解中国画的

墨分五色、色彩淡雅的艺术特色。

三、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创

造能力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和素质教育的

全面推行，传统的接受式美术教学模式的局限

性日益凸显出来，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确实

给美术教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这种融图像、

文字、声音、信息、动画为一体的教学技术弥补

了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 使教学中的重点、难

点能更好地得到诠释。

例如《有趣的汉字》一课，利用课件的演示，

直观欣赏、了解文字的演变过程，通过大量有

突出特征的象形字实例引导学生了解象形字

的主要特征，启发学生的想象能力，领略象形

字的妙趣，并尝试用夸张的手法、突出的特征，

创造出各种具有特色的象形字。 所以根据教材

内容适时、适当、具有实效性地应用多媒体教

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

四、倡导探究学习方式、完善学生的审

美观点

传统的美术欣赏教学是教师“满堂灌’的教

学，因此学生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而这种

带有“权威性”的评论，常常不能被学生所理解，

因为它是以成人的眼光和专业化的要求来看

作品，忽视了儿童的年龄特点，超出了学生的接

受能力，违背了小学美术欣赏课注重提高学生

审美素质和审美能力的教育原则。其实，对知识

的探究不只是成人的专利，学生一样可以做到。

在课堂上我们常常听到学生这样的发言：“我认

为……”“这件作品应该……”“我是这样理解

的……”， 可见对于教学内容学生已经有了自

己独特的想法，并且学生具有好奇的天性及探

究欲，所以学生特别乐意参与问题的讨论和探

究。 通过探究、讨论，将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感受

与同学分享，同时也接纳与自己不同的见解和

感受，完善了审美观点。

综上所述，小学美术欣赏教学模式是在一定

的审美教学思想指导下，围绕欣赏教学活动的某

一主题， 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化的课堂教学模

式。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当学生有兴趣时，他们学

得最好；当学生的身心处于最佳状态时，他们学

得最好； 当教学内容能够用多种形式来呈现时，

他们学得最好； 当学生发现知识的“个人意义”

时，他们学得最好；当学生能自由参与探索与创

新时，他们学得最好；当学生被鼓舞和信任时，他

们学得最好；当学生有更高的自我期待时，他们

学得最好；当学生能够学以致用时，他们学得最

好；当学生对教师充满信任和热爱时，他们学得

最好。 就让我们带着信念去追求，带着希望去寻

找，带着爱心去探索，带着自信上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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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作文导写，就是引导学生回归

“三本色”，即生命本色、生活本色和自然

本色，倡导学生习作的自主性，真实性和

原创性。让学生习作内容由“假”变“真”，

让学生习作语言表达繁简得体，有文采。

他的成功之处在于让作文导写焕发出

了新的活力，学生作文水平有了明显提

高。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让学生习作内容由“假”变“真”，

感情诚挚

艾青坚持“必需说真话”的主张：每

首诗都由自己去写———就是通过自己

的心去写。 本色作文导写针对习作内容

空洞造假还习作内容生活本色。 让习作

材料真实，感情真切，是自己经历的事

实。 是真实的内容，是真情表白，有感而

发，决非编造。

过去有的学生作文弄虚作假，矫揉

造作，或者华而不实，追求形式，有些同

学写作文，内心没有多少真切感受，不得

已“为文而造情”，自然难以打动人。笔者

在作文批改中， 发现不少作文皆言：“自

幼父母双亡，举目无亲”，似乎只有在这

样的情境下才能体现“坚韧”的品格，生

活中除了极个别，一般都是父母健在的

正常家庭，为什么非要虚造一个“环境”，

明明没有那样的感受，硬生生的在文章

中“表演”，为赋新文强作愁呢？

作文求真就不能浮华雕琢，极尽粉

饰。文章应讲究生动性，但生动是以充实

的内容为基础。 有学生在作文中写道：

“除夕，遥望天际，碧蓝如洗，一弯新月好

似美丽的宫灯，在飘渺的天空里闪烁。 整个小镇灯火辉煌。 爆竹

阵阵，沉寂在节日的快乐中”。 这段文字看起来很美，实际空洞失

真。除夕夜本是无月黑夜，何来“碧蓝如洗”哪有“新月”悬挂。文章

贵在有我。感情是否真挚是衡量文章优劣的标准之一。我们常说

“情文并茂”就是要求文章既要有生动优美的表现形式，又要有动

人心弦的真情实感。

二、让学生习作语言表达繁简得体有文采

本色作文导写针对习作模式化还习作形式的生态本色，让

学生习作语言表达形式繁简得当有文采， 过去有的学生习作句

子拖沓 嗦，篇幅也冗长累赘，也有文章语言艰涩不畅，文白夹

杂，让人似懂非懂。

大家熟悉的孔乙己的满口“之乎者也”的笑话。 古典小说《镜

花缘》中也有一个故事：淑士国里的酒保故作高雅，跟酒客讲话都

用文言：“请教先生，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

这里讽刺性是明显的。

所谓简练，就是用少量的词句表达丰富的内容，也就是我们

常说的“言简意赅”。“言简“与“意赅”是辨证统一的。简而不赅，或

赅而不简都是不可取的。 在“意赅”的基础上尽量锤炼词句，加强

文章的表现力，给读者鲜明深刻的印象。 古今文章大家无不重视

语句的简明精炼。 在本色作文导写习作时，不少学生注意到了语

言简明纯朴，自然晓畅，有生活气息。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有的中学生由于平时掌握的词汇少，

生活积累不多，写起文章来语言苍白，陈词滥调，千篇一律，满口

学生腔。

有的同学笔下的“老农”形象也是学生脸谱。也有的同学文中

句式平板单调，比如一律的陈述句，行文毫无变化，感情也没有大

的起伏，风平浪静。《中国青年报》转述了一则报道：一篇600字左

右的小学生作文，里面接连出现了“热死了”、“烦死了”、“紧张死

了”、“开心死了”等词语，有人统计了一下，总共有 72个“死了”。

中学生的作文里，也有不少文章大量词汇重复使用，而且多是常

见词，通篇是大白话，词汇贫乏，很少见到成语俗语，更不用说别

出心裁的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的语言了。

另外，本色作文导写使过去老师“教”作文变为“导”作文。 过

去教师“教”选材、“教”提纲、“教”方法……严重束缚了学生的思

维与手脚，作文就是关门造车，“写小说”，有时逼着学生说假话。

教得呆板，写得乏味，学生作文就头痛，写不出话来，文章干瘪。作

文导写主要解决了“想写”和“有写”的问题，激发学生倾诉真情实

感的动机，帮助他们开启材料仓库的“大门”。引导他们写作，回到

自己要叙写的生活情景中去，做到“能写”，而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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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企业员工的政治思想工作

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主动地做好这项工作，是

思想政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 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 经济社会成

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

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日趋多样化， 人们的思想

意识和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把人本思想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基，

视广大员工为企业的主人

以人为本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宗旨，它

洋溢着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 体现着马克思主

义“万物人为本，万事人为先”的基本政治立场。

以人为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既要鼓舞人、

鞭策人，又要做到关心人、发展人，把员工视为企

业的主人， 把为员工群众谋利益作为工作的最

高价值追求， 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工作的

最高价值理想。第一，充分尊重员工的主体地位，

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要针对职工群众的现实需要和发展需要， 认真

研究职工群众的心理状态， 从平等的思想出发，

从爱护的愿望入手， 真诚地与职工群众沟通交

流，满足职工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和个性化的发展

需要，让职工群众感受到爱护、安慰和激励，充分

释放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真正为员工

解难，使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把企业建设成为和谐

温馨家园的软动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

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在国有企业中，同样要让员工在企业发展中

得到实惠，享受成果，感受企业的温情。 为此，思

想政治工作必须在创造人企合一的氛围、汇聚员

工的心智、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欲望上下

功夫，这样员工才能回报企业，回馈发展。

二、把真情投入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

怀有亲民爱民的情怀

亲民爱民情怀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

小事”的观念，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

结合起来，将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等无形的东西

融入到为员工办实事的有形载体之中， 使员工

在得到实际利益的同时， 感受到企业发展的硬

道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思想

政治工作中讲的情， 主要是指同志之间基于共

同理想、共同目标基础上的感情、友谊、尊重、信

任、关怀、爱护和体贴。一是讲亲情。在思想政治

工作中，亲情的打动是最深的打动。因此，对待思

想政治工作的对象，要像对待亲人一样讲亲情，

以爱换爱，形成情感共鸣，以情动情，尊重人格和

尊严，激发对方心情舒畅、精神愉快的状态，在高

度的情感认同的基础上达到最佳的工作效果。

二是动感情。 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浓厚的感情，思

想政治工作就会水到渠成。 实践中，要有意识的

去营造团结友爱的人际关系， 使大家共处于同

志加兄弟的情感氛围之中，让理解、谅解、信任发

挥作用。三是情理相通。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实

现管理目标过程中一种行之有效的软管理形

式， 发挥好这种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服务和保

障作用，必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到通情达

理，寓理于情；要善于将大道理贯穿和渗透在小

道理中，转化成为具体的、感性的贴得很近的小

道理，让人感到听得实在，觉得有理，有利于解开

思想疙瘩，心悦诚服地接受道理。干巴巴的说教，

硬梆梆的灌输，空洞洞的道理，成本成堆正确的

套话，员工早已听腻了。

三、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加大对思想

政治工作的投入

在观念上， 各级管理人员要认识到思想政

治工作这条“生命线”的重要性，重视和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在经费上，企业要有足够的投入，完善

设施，保证有足够的活动场所，保证有足够的活

动次数，保证有足够的活动开支。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表率就是榜样，就是示

范，就是无声的命令。我们要用健全的工作制度、

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高超的工作艺术做好思想政

治工作，言传身教相得益彰，将大大增强思想政

治工作的威力、效力和号召力，将大大增强我们

事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吸引力，也将大大调动

起员工对工作对象的潜力、向上力和创造力。

总之，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其根本

任务是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完成工作任务，

只要我们做到了解人、关心人、理解人，我们的思

想政治工作就可以抓住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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