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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 恒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正式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对学校推进美育和相关人才培

养提出了全面要求。长期以来，乡

村中小学校作为学校美育的薄弱环

节，一直为社会多方关注。我省高

校师生也积极发挥人才优势和智力

优势，加大社会服务的力度，让乡村

美育有了更多的活力和温暖。

共享高校美育资源
“一年的支教已经结束，但我对

这里的牵挂永远不会结束。大凉山

这片土地，在我心里是最美的世

界。”不久前回到杭州的中国美术学

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2018级研

究生葛旭艳这样回忆她的支教生

活。葛旭艳于去年9月前往中国美

院对口支援的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在那里，她承担起艺

术教育系的课程教学，还申报了关

于凉山彝族文化如何在美术教学课

程中应用开发的课题。

除了师资援助外，中国美院积

极激发西昌民族幼师建设的内动

力，提出了包括创立非遗特色工

坊、非遗传习所、美育实践基地等

十大构想。有了全方位的合作，西

昌民族幼师在艺术教育上渐渐有

了特色。今年10月，中国美院的这

一对口支援项目还入选了第三届

省属高校精准扶贫脱贫典型项目。

在浙江省乡村教育研究中心副

主任李茂森看来，专职美术、音乐教

师短缺的问题是当下乡村中小学美

育发展最突出的短板。为了寻找这

一问题的破解方法，浙江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教授朱敬东和学生志愿者

们在进行一项名为“5G乡村美育”

的行动，即通过培训让非美育专业

教师成为美育师资，并将民间美术、

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引入

学校美术教学课堂。这项探索不仅

弘扬了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还让乡

村学校有了自己的特色美术课堂。

几年来，该项目已在云南、贵州等地

落地开花。

高校的美育资源丰富，如何将

自身的优势资源辐射出去？3年来，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艺术设

计学院的教师们坚持到东阳各中小

学开授木雕艺术等美育课程，还将

艺术作品展办到幼儿园、中小学。

为了开拓线上美育的渠道，学校木

雕设计与制作教研室的教师们还带

领学生社团的成员，制作了80个课

时介绍木雕、泥塑、篆刻、蛋雕等美

术作品的网络课程视频和作品赏析

视频。

近年来乡村的新发展、新变化

也是乡村美育的可选切入点。今年

暑期，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

院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团队就在

安吉余村进行了一次“生态美育”的

实验。他们开办了绘画、书法、手工

艺等形式的艺术实践课堂，辅导当

地儿童描绘自己家乡的各个场景，

畅想未来社区的美好生活图景。余

村“两山”石碑、“两山”游步道、彩色

稻田等美景都在儿童们手中有了灵

动的艺术表现力。

“高校还可以在师范生的教育

实习、在职乡村美育教师的专题培

训，以及美育乡土课程开发等方面

提供一些帮扶，共同促进美育基础

薄弱的乡村学校强起来。”李茂森

表示。

支教大学生化身“美的使者”
去年，在瑞安一所贫困山区小

学的实践经历让温州大学教育学院

2017级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叶雪珍

至今难忘。她看到小学里堆积了很

多乐器，却没有教师会用会教，学生

们入校之后也从没有上过正式的音

乐课。于是，叶雪珍便和同伴们策

划了15天的夏令营，给这里的小学

生们带去了一次音乐世界里的“奇

妙旅行”。举办文艺汇演当天，很多

小学生的爷爷奶奶都来到了现场，

甚至还有一些家长从外省赶回来。

“每个孩子都蕴藏着无限可能，

他们只是缺少更好的资源。”看着台

上活泼自信的小学生们，叶雪珍有

感而发。后来，她和团队“知心姐

姐”将教育服务的范围继续拓展到

更多乡村学校，并在今年推动了线

上公益平台的搭建。

杭州师范大学也有一批坚持

艺术支教的学生。2012年开始，该

校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就组建了“艺

路黔行”团队，与贵州黔东南的儿

童们“一年一会”。由于疫情防控

的需要，今年大家改在“云上”再续

前缘。大学生们给贵州的孩子们

准备了民族文化创意手工剪纸、绘

画、主题音乐课等丰富课程。“艺路

黔行”团队里甚至还有在校期间参

加过支教、现已毕业工作的“老队

员”。林伊静 2018 年就曾参与支

教。她说，正是受到当年支教活动

的影响，才更加坚定了自己当教师

的决心。

农村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是暑

期里最需要关注的群体之一。浙江

音乐学院的学生们与台州黄岩区展

开多年合作，按照“假期集中服务，

形成长期结对”等原则，在当地开设

“七彩课堂”音乐夏令营。学生们集

中教授乐理知识、歌曲演唱、舞蹈编

排，既顺应了儿童们活泼好动的天

性，又丰富了他们的暑期生活。金

华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创意学院的学

生们也接手了假期的“四点半课

堂”，通过创意绘画，让儿童们学会

观察生活、感知家乡文化。

青年学生对于乡村美育的感

情，也会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中

国美院的毛华磊、王润家等2020届

毕业生就在毕业后选择去创建一所

公益类乡村美育学校。他们在大四

毕业创作期间，在福建省屏南县前

汾溪村进行了创办“乡野艺校”的尝

试。以此为主题的毕业作品还获得

了中国美院毕业创作暨林风眠创作

奖银奖，引起了业内关注。现在，他

们名下的“乡野艺校”正在一点点壮

大，不仅无偿为当地儿童开展公益

美术教学，还与地方小学合作，重建

村里的幼儿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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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民

“双一流”建设启动以来，各高校对学科建

设的重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结合当下，

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新的问题，不能让期刊论文

发表误导学科建设。

期刊只是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展示、交流、呈

现的一个平台，远远不能涵盖科学研究的内涵

和外延。学术交流的形式是多样的，包括发表

论文、学术会议、研讨会、专题报告、网络展示互

动等等。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只是其中的一种。

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分科研类别，不

分人员岗位职责，却把期刊层次级别、影响因子

区分得特别清晰，论文（实质上是期刊）成了评

价一切科技活动的标尺，完全异化了科研的根

本目的。

追本溯源，真正“带歪”论文实际学术功能

的恰恰是期刊，或者说是期刊市场化背后的异

化力量。学术期刊是学术共同体发表观点、开

展交流的场所，一般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但

20世纪以来，学术期刊的市场化愈来愈严重，特

别是国际上的大部分期刊已被几家出版商所兼

并，出版商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通过SCI、

影响因子等体系或者指标过度夸大期刊类别的

重要性。从本质上说，“唯论文”其实就是“唯期

刊”，这样容易形成对科研机构和广大学者的误

导，大家只看成果发表在哪个或哪类期刊，最重

要的科研本质追求反而被忽视，完全误导了广

大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甚至危

及国家的学术生态。

在人类知识日渐丰富趋于无限扩大、延伸

的情况下，为了便于管理并深入认识问题根源，

不得不划分研究方向，这些方向逐渐形成了相

对独立并由学术团体或者组织承担传授、评价、

研究、更新的知识体系，这就是学科。学科划分

遵循知识体系自身的逻辑，学科发展的核心是

知识的发现和创新。学科是相对稳定发展的知

识体系，即使是在一些学科分化与演变中形成的新学科、交

叉学科或综合性学科，也都有自身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

因此，围绕学科的基本功能和发展核心，学科建设主要

应立足于以下几点。

一是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及国家战略。要围绕本

学科的知识架构，重点建设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及国

家战略的知识组织体系，开展科研创新活动。从高等学校的

职能来看，高校具有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其中

服务社会就包括服务于国家的社会、经济，作为高校的基本

“细胞”，学科的建设自然应该以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基

准。同时，中国的学科建设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对接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建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不但要符合高校自身

的顶层设计，更要着眼于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

二是服务于立德树人、人才培养这个高校的根本任务。

要依据教学理论组织本学科的知识体系，服务于立德树人，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学科作为高校建设的核心，是科研人员

和人才培养的基础。立德树人、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根本职

能，则是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支撑。如何通过学科建设

促进教学质量提升及科研人员的成长，实现高校办学的良性

循环，服务于中国大学立德树人、人才培养这个根本任务，是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是服务于科研人员与时俱进的实际需求。学科建设

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知识管理、传承、产出、更新的组织体系，

其核心是科研人员和师生在体系中的组织模式和分工模

式。因此，学科建设要服务于科研人员与时俱进的实际需

求，通过构建一整套有效的学科建设机制，充分开发科研人

员的潜能，形成合理的学科人才梯队，全力营造良好的学术

氛围，搭建优质的研究平台，提供更加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

□本报通讯员 余 蕊

“多亏了母校的老师，毕业后

由于工作不理想，我一度陷入迷

茫，但是大学老师没有放弃我，依

然倾尽全力帮我圆了考研梦，让我

重新找到了人生新目标。”提起班

主任汤剑，衢州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2019届毕业生张斌至今还满怀感

激。毕业后，汤剑鼓励张斌不要放

弃升学的梦想，并在复试环节为他

提供英语口语、面试等指导。如

今，张斌已被东北林业大学农学专

业录取。

从大学教师到毕业后的“人生

导师”，衢州学院的教师们不仅要

帮助毕业生“上马”，还要对其今后

人生路再“扶一程”。今年7月，衢

州学院开展“导师+项目+团队”教

育活动，打造针对毕业生的全方位

育人“十年思政行动”计划。

这项活动通过“导师+项目+团

队”的形式开展。导师为毕业论文

导师、毕业设计导师、学科竞赛导

师、班主任、辅导员等教师个人或

团队。项目涵盖三个主题：人生引

导、情感疏导与职业指导。这项工

作纳入了教师课外育人工作量考

核，以及教师职称评聘和岗位聘任

的指标体系，并设置了年度审核和

3年一个周期的项目验收。

据该校学工部部长李岚介绍，

除了导师项目团队，学校还会针对

不同的主题搭建相对应的平台来

支持毕业生关爱计划，比如设置毕

业生职业解惑热线，举办云端讲

吧、云端讲堂等丰富多彩的教育引

领活动，在毕业生人生发展关键处

给予支持、给予陪伴、给予力量。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兰章宣是

该校“追爱忆衢”团队的指导教师，

从2015年开始就一直致力于为细

菌战受害老人提供资助，进行抢救

性的受害者资料收集和保护。“家国

情怀和使命担当是我们团队的灵

魂。即使团队成员毕业了，我们仍

有很强的凝聚力，对他们人生的引

导也会一直延续下去。”兰章宣说。

在衢州学院图书馆六楼，有多

个学科实验室。2014级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程赟

现在是江西理工大学研究生，他曾

经是这里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实验

室的一员。对当年的指导教师，他

记忆犹新：“我在工作室里做了3年

实验，指导老师邓小雷言传身教给

了我很大的影响。毕业后他一直

帮助我进行职业规划，在很多问题

上给了我许多宝贵的建议，影响了

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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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美的种子播撒到乡间
——我省高校师生助力乡村美育发展侧记

毕业后，再“扶你一程”
衢州学院推出毕业生思政行动计划

本报讯（通讯员 吴文博 苏钧天）
“当我们讨论‘可持续饮食’的时

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晚餐

吃牛肉为什么会比吃鸡肉造成更

多的碳排放？”这些听上去饶有趣

味的问题都来自于宁波诺丁汉大

学副校长、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学教授陈宝妹近日带来的一场关

于粮食安全的公开讲座，这也是

该校推行线上“旁听生计划”的首

场讲座。

“旁听生计划”是宁诺人文

社科学院于 2017 年推出的知识

共享项目，旨在以公开讲座的方

式，让社区与城市里的人重返校

园。通过筛选进入计划并且满

足考勤标准的学员还可收获由

宁诺人文社科学院颁发的结业

证书。

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今年

的“旁听生计划”主要以线上直播

的方式进行，话题涵盖可持续发

展、公共外交、国际教育、语言研

究等。未来一个月里，“旁听生计

划”的数场线上讲座将面向社会

公众开放报名。

迄今为止，4期旁听生计划的

125场讲座已经为百余名各行各

业的“旁听生”提供再学习机会，

讲课内容涵盖英国脱欧、行为经

济学、知识付费、艺术与戏剧等各

个方面。

浙江工业职院参建国际产业学院

本报讯（通讯员 傅亚挺）日前，由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美

国菲迪大学和腾讯云共建的腾讯云国际互联网学院正式成立。这

也是浙江省首家集国际资源、产业资源的国际产业学院。

据介绍，该产业学院将引入国外合作学校优质的师资、课程资

源，充分利用腾讯云在云计算、大数据领域的产业优势，探索全球

化背景下创新中外合作、产教融合的人才联合培养机制。

目前，腾讯云国际互联网学院已招收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中外

合作）专业首批新生，共计97人。后续，该产业学院将进一步开设

云计算等新兴战略产业相关专业。腾讯云国际互联网学院将依托

中外企三方师资团队、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强化产教融合的人才

培养，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浙大城院
与法院共育应用型司法人才

本报讯（通讯员 李冠琳）近日，由浙大城市学院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共建的市域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浙大城市学院专业调

解中心揭牌。其中，浙大城市学院专业调解中心还是全省首家设

在高校的人民法院特邀调解中心。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新

业态风险防范、互联网司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司法执行等领

域展开学术研究和实务合作；在培养方案、实践教学、课程设置、实

务导师选派等方面开展人才培养合作；同时在促进校地合作、提高

双方理论研究水平和司法实践能力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

深度战略合作。

浙大城院方面表示，此次合作翻开了学校服务杭州市法治建

设与社会治理的新篇章，接下来校方将创新培养机制，强化实践育

人平台建设，共育高层次应用型司法人才。

宁波诺丁汉大学推线上“旁听生计划”

近日，浙江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举办了“生风破
浪，生涯起航”2020年大
学生生涯暨心理体验周活
动。学生们通过游戏活动
的形式进行能力、素养测
试，以进一步认识自我。
图为学生参加心理年龄
检测活动。

（本报通讯员 徐辉艳
葛奇伟 摄）

测一测测一测，，认识自己认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