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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ne Arts Curriculum Standards clearly indicates that the fine arts courses should be humanistic. The teachers should guide th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xchange,
cherish the excellent national art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build up the foundation of understanding arts under a wide range of cultural context [1]. With its guidance, this essay will take
Pinghu District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how to integrate domestic culture into Fine
Arts education for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It will discuss how to integrate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the educational activity so as to enhance the domestic identity of the curriculum, widen the
study realm, satisfy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needs for individual students, boost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towards local culture of the students,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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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术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美术课程应具有人文性，教师应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和交流，珍惜优
秀的民族艺术与文化遗产，树立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知美术的基本理念[1]。在《美术课程标准》的引
领下，本文以浙江平湖地区为个案，进行如何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融入地方文化的方法探索。本文探讨
如何更好地将地方文化资源融入美术教学活动中，以加强美术课程的地方性，拓宽美术学习领域，满足
不同学生个体发展需要，增强学生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和热爱，促进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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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湖地区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融入地方文化方法的现状调研
1.1. 平湖市地方文化融入教学现状
近几年来，浙江省教育厅响应课程改革的要求，开发本土课程资源。平湖市也把各学科的课程资源
当作重点来抓。在以中小学为主的美术教学活动中，平湖市的中小学各具特色，有的学校借鉴平湖历史
情况，有的学校结合当地手工艺传承，郊区的学校则以农作物作为素材，开发学生的思维创作能力。总
之，平湖地区在中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的情况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其中仍有不足
之处，主要体现在：
首先，美术课程在部分学校仍不被重视，部分学校还没有很好的转变到素质教育上来，这样的情况
并不利于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其次，平湖地区部分学校对中小学美术教科书的使用仍存在“循环教材”，即“课前到手，同桌公
用”的情况。这种情况相对而言会从政策上削弱美术教学活动的顺利展开。
最后，目前的考试制度很大程度上局限了美术教学活动的创新，因此，无论在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
与利用上还是在美术教学活动融入地方文化资源的方法上都需要长足的探索和努力。

1.2. 平湖地区地方文化融入教学活动调查研究
平湖市下辖地区包括当湖街道，钟埭街道，曹桥街道等。在本次调查中既要反映出在城市学校美术
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的情况，也要要兼顾农村学校。因此，调查选取了市区和郊区初中、小学各二
所学校的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学校的学生在教学设施和教学质量上有一定的差异，调查采取访谈交流
的调查方式。
调查目的：以对中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资源的状况来交谈，了解学生对地方文化资源
的态度，以及将其融入美术教学活动中的看法。
调查意义：以访谈法了解地方文化资源融入美术教学活动中的程度，以便在在此基础上作出深入研
究，更好地贯彻国家新课程改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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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对象为市区和郊区初中、小学各二所学校的学生。
调查方法：访谈法。
调查内容与思路：围绕学生对美术课的态度、学生对平湖地区地方文化的态度、学生对地方文化的
了解程度、学生对当地名人的了解程度、学生对民间风俗的了解程度等十个方面进行调查。本次访谈，
学生年龄阶段都属于 7 至 15 岁之间，以交流的方式了解他们的状况、想法，在课堂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
困难，获得第一手资料。
调查结果分析：在对小学和初中二个阶段部分学生的抽样访谈调查中，根据所得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可以归纳出，大多数学生对美术课具有较高的支持和喜爱。但因近年来，应试教育对中小学生施加的压
力，使得学生普遍认为美术是副科，它的作用仅仅是用来缓解其他如语文、数学等主要学科的压力，放
松身心。而美术课不用考试，且课堂轻松、没有课外作业的负担，又使得大部分中小学生都喜欢美术课。
这为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融入地方文化的方法探索提供了动力。
在关于平湖地区中小学美术现状的交流访谈中则得出，在对于美术活动种类的看法中，设计和手工
制作以及到户外参观调查这几种教学活动方式是最受学生喜爱的。这一点，可为在中小学美术教学活动
中融入地方文化资源找到合适的教学方式。
平湖历史悠久，早在六千年前已有先民在此劳动声息。而在平湖市中小学生对地方历史文化古迹的
交流结果则表明，只有少部分的学生知道很多历史古迹，并知道相关的历史故事。大多数学生只是知道
一部分的历史古迹以及一点相关知识。最后，在关于平湖市中小学生对在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
的态度调研中，大部分同学都希望通过美术课了解地方历史文化知识。只有少部分学生表示无所谓。这
为在中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资源提供了可行性。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从调查问卷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学生对在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资源的
态度是积极的。然而，很多学生仍旧对当地的历史文化了解甚少，这就需要学校以及美术教师注重这方
而的教学引导。
首先，从课堂上加强地方文化教学，使得学生对当地在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的地方文化资源有—个
较为淸楚的认识。再以此为基础，深入生活现场，培养学生观察生活以及身边事物的能力，使学生认识
到地方文化资源融入美术教学活动并不是不可行的难题。
其次，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组织学生到校外参观学习。让学生的眼界更为宽广，从课堂的局限性走
出，真正认识到自己家乡的本土文化。
最后，对于循环教材的使用情况，教材美术老师应在上课前发放，并告知下节课的内让学生做好学
习准备，以便学生在课余时间对上课内容有所了解，并能在上课时快速进入课堂气氛中。

2. 平湖地区地方文化美术教学活动范例
2.1. 以“金色平湖”为课程的相关资源阐述
“金平湖”之称起源于清代，是对平湖的农业自然条件和富庶程度的赞美，如今，这一美称在长三
角乃至海内外，正越来越广泛地获得认同。以“金色平湖”为课程主题的地方文化资源中，可分为以下
三点进行举例阐述。
莫氏庄园，“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历三载春秋，耗资十万两白银，方告竣工。是当地
豪绅莫放梅祖三代居住的大型宅院。其完整的建筑，典型的风格，丰富的实物，堪称江南独步，为世人
所瞩目。1989 年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莫氏庄园也是嘉兴市青少年教育基地、嘉兴市
旅游定点单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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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字息霜，别号漱筒。原籍浙江平湖。著名音乐、美术教育家，书法
家，戏剧活动家。他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并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
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他苦心向佛，精研律学，弘扬佛法，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3]。
平湖市李叔同纪念馆位于东湖景区的大瀛洲内，已成为平湖市一个新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内陈列着李叔同各个进期的生活照片和历史资料，并分别从绘画、音乐、话剧、诗词、书法篆刻、佛学
成就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展示了李叔同卓越的艺术成就和精益求精的艺术探索精神，形象地展示了李叔同
从绚丽归于平淡的人生轨迹，展现出李叔同从世俗到佛门的心路历程。
平湖西瓜已有八百年的栽种历史，在西瓜上雕出各种精美的图画，内置蜡烛或电灯的“西瓜灯”艺
术，乃平湖人之独创。1985 年 7 月，平湖举办了建国以来首届西瓜灯会。1991 年以后，每年举办盛大的
西瓜灯艺术节，中央、上海、浙江和日本有关媒体作了报道。近年来，平湖的瓜事越来越兴旺，平湖的
西瓜灯艺术，已从民间的自娱自乐发展到政府有组织的西瓜灯艺术节，形成了一种雅俗共赏的西瓜民俗
文化。

2.2. 教学案例与教学成果分析
2.2.1. 教学案例
单元课题：“金色平湖”
教学对象：六年级学生
教学时间：6 课吋
单元式教学计划：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初步了解平湖地方化的特点和主要元素。
过程与方法：游览莫氏庄园、参观李叔同纪念馆；
画一张主题速写；
根据前面的了解，为李叔同馆设计一个标识；
对优秀作品进行展示；
创新改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让学生在初步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怀，提高学生对生活对身边事物的
观察力，以及审美修养。

教学重点难点：让学生了解自己家乡的地方文化特色，并掌握风景绘画的特点；让学生掌握标志设
计的特点以及李叔同纪念馆元素的提炼；
课时安排：
感受平湖地方文化(1 课时)
分组讨论，选定方案(2 课吋)
实地考查，收集资料(2 课时)
教学成果展示(1 课时)
2.2.2. 教学活动评价
整个教学活动中采用多种评价方式，如：教学过程中的随机评价、成长档案评价、成果展示评价。
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还可采用教师学生互评的方法。评价的指标朝向综合化方向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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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教学成果分析
通过对平湖地区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融入地方文化的方法探索性教学实践，把地方文化资源融入美
术教学活动的设计，让学生从历史文化遗产中获得丰富的精神财富，引发学生审美视觉的觉醒和探究知
识的欲求。在实际教学中，重视视学生作为审美认知的主体，关注学生个体审美实践过程的体验实现，
并且，通过对平湖地区地方文化的了解，增强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实现了在获得美术及相关知识和学
习方法的同时获得更高情感价值的现代教育目标。但在教学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局限性：
首先，教学实验结果具有滞后性。中小学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本次教学实验，对学
生的综合能力提升并不显著。知识技能的获得是快捷的，而教学中对学生情感和能力的培养则是缓慢的，
在短时问内未能产生显著的变化。
其次，教学实验的结果有时难以测量。教学实验的对象是学生，学生的情感变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
响，而测量工具不能精确各种教学情境下的复杂行为，会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产生影响。

3. 平湖地区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融入地方文化方法的探索
3.1. 地方文化美术教学活动探索原则
3.1.1. 整体性和多样性原则
在中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需要考虑整体性的原则，所谓的整体性的原则就是有计划的
将地方文化资源合理的分配到美术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在此过程中需要遵循的有三点：第一，在中
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资源，需要站在整个美术学科的基础上；第二，在分配地方文化资源
的时候需考虑各种资源自身的特点，务必使之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第三，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性。
在中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资源需考虑多样性的原则。根据不同地方文化资源所呈现出
的不同特点，首先，可通过讲述的方式和在为学生展示的多媒体课件中插入一些意义的和学生感兴趣的
图片、视频、音乐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引导学生理解某些知识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二，通过直观的方式
加入一些实物资源的呈现，比如出示一些具有代表性特点的图片，帮助学生理解；第三，通过在实地考
察的过程中开展一些研究型的学习，让学生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对地方文化有一定深度的了解。
3.1.2. 主体性和开放性的原则
在教学环节中，首先，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其
次，尊重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需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发挥学生和教师的主体性作为宗旨，尊重和
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
而在中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资源的实践过程中，如何尊重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可从以
下几点考虑：第一，教学内容的开放性。将各种各样的教学内容带到课堂中，使学生在愉悦的情境中学
习并感受到学习的兴趣。第二，师生关系的开放性。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树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理
念。教师要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找寻适合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的特点，使学对学习产
生浓厚兴趣。第三，作业的开放性。传统的作业形式束缚了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并且抑制学生的个性发
展，因此，在教学结束后，教师布置作业的方式可以灵活多变、新颖创新为主。
3.1.3. 传承性和发扬性的原则
在中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资源，要遵循传承性、发扬性的原则。地方文化这些具有本
地特色的文化是艺术教学的一部分，甚至是应是学校教学的一部分，这对于学校实施素质教育是一个良
好并且有效的途径，且对于传承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需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的特点，在
培养学生的艺术能力、学习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歩的培养学生的热爱生活的能力，以及热爱家乡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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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怀。

3.2. 地方文化美术教学活动探索方法
在中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的方法有资源收集法、课外实践法、主题活动法。
3.2.1. 资源收集法
首先，校内资源的收集是最简单的方式，主要可以利用学校的图书馆、展览厅等资源，以这些资源
丰富学生的学习；其次，学校应该与社会相结合，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拓宽学生的视野。最后，
充分收集具有乡土风情、民俗文化和地方特色的美术地方文化资源。
3.2.2. 课外实践法
具体可以参考的方法有：在进行地方文化教学时，充分利用课外实践法，特别是对一些难以短时间
就理解的知识而言，在课堂学习上，教师可以进行特别的引导，让学生注意观察发现，使学生记住其特
点，随后带领学生或是学生自己利用课后和周末的时间搜罗资料，进行观察了解。
3.2.3. 主题活动法
这个方法主要是以教师为主导，在每个单元的课程学习结束后，有意的去引导学生收集一些有创意
的作业在学校的展览厅或者宣传栏展出，利用这种方法激励一些学生，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除此之
外，教师可以定期开展主题班会活动；此外，学校还可以每个月举行一些与地方文化有关的专题活动，
然后邀请一些对此有兴趣的家长陪同学生前来，让家长、学校、学生能够形成互动。

3.3. 地方文化美术教学方法探索步骤
受我国地势的影响，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呈现出东部发展较快，西部发展较慢的现象。
这些不平衡现象在教育上表现的也很明显。因此，在中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资源应该充分
考虑本土地方文化的特色、学校的特色和学生个体发展的特点，才能因地制宜。基于这一点，在中小学
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时，可围绕以下几个歩骤：
3.3.1. 美术教学活动的整理
不同的地域其资源自然也不尽相同，因此，学校在关于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何种地方文化资源的选
择和应用上也有所不同，鉴于此，若要实施或者制定出美术教学活动融入地方文化资源的机制，必须要
对当地地方文化资源进行分析整理，且分析整理的内容要包括地方文资源的大致分布状况和当前美术教
学活动现状。
3.3.2. 地方文化资源的分析
地方文化资源分析过程，是指在对资源进行整理基础上，利用已经收集到的信息将学校的内部环境
特点和它所处的当地的大的外部环境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潜在的危险等情况的分
析，然后在针对这些资料进行综合评估，进而在分析和评估的基础上归纳符合当地实际发展的应对的策
略。
3.3.3. 美术教学活动的确立
美术教学活动的确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在针对地方文化资源的收集基础上进行详细的分析后，
才能找寻出具有学习价值的地方文化资源，并将之融入美术教学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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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美术教学活动的实施
教学活动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同于以上三个步骤，以上的步骤仅仅是作为教学活动实施
的前提歩骤，为教学活动的实施提供了基础性的准备。
而教学活动的实施过程大致可分为教学设计阶段、教学活动开展实施阶段、教学活动的评价阶段以
及教学活动的反思阶段。
教学活动设计阶段：其中，教学设计阶段是保证教学活动能够实施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中教师需发
挥自身的能力来安排好一系列的前提活动。同时，找寻与其他学科的连接点，让学生能够做到融会贯通。
在这个阶段中，教师应该考虑到的是，如何设计教学活动才能更好更充分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教学活动实施阶段：教学活动的开展是保证教学活动运行的重要环节，同样它也是在美术教学活动
中融入地方文化实验阶段，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应密切关注学生的一举一动，了解学生的接受能力，以便
对教学活动总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做出及时的调整，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教学活动评价阶段：教学活动评价是保障在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顺利进行的不可或缺的因
素，也是依据教学目标对在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的价值和效果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因此，融
入地方文化的美术教学活动需要一个与传统的美术教学评价完全不同的评价方式。这种评价方式要采用
多样化的评价手段。
教学活动反思阶段：教学反思是指教师以自己的教学活动作为思考的对象，对自己教学实践过程中
的行为进行再认识和再思考的过程，并以此来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教师的教学
活动反思并不是在课程实施之后进行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教学前、教学中、教学后。在这三个阶段
中，教学前的反思是一种调整型的预测性反思，是教师凭借以往的教学经验对即将进行的教学活动进行
的前提性分析。

4. 结语
新课程实施背景下，在中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文化资源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意
义的课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浙江平湖地区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融入地方文化的方法探索为个案，分
别对地方文化资源内涵、实践调研、美术课程范例、探索模式做了逐层界定与归纳。
本文对平湖地区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融入地方文化的方法探索做了问卷凋查，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肯定了取得的成绩，并指出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历史人文为核心的地方文化资源开
发的建议。根据前面的理论研究，笔者以单元课题《金色平湖》进行平湖地区在中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
融入地方文化资源的实践探索。以此来分析此项教学探索的成效性，发现研究的不足并加以指出。
平湖地区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融入地方文化方法的探索可以有效的解决在统一的美术课程中不能完
全适应地方需求的问题。此项探索性研究关注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并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让
学生熟悉和了解本土地方文化，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让美术教学活动与地方文化资源进行有机的
整合，提高学生的个体素质，丰富知识，拓展视野。
本文以实际教学案例为牵引，丰富教学组织形式的思路和方法。并借助中小学美术课堂教学这一有
效途径，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同时，也为中小学教学改革的发展，提出了一种有效的
方法和途径。但因为自身水平有限和相关资料的缺乏，本文仍旧存在一些欠缺之处：
首先，以平湖地区为例，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融入地方文化的方法探索时对地方文化资源只是简单
的罗列，在对平湖地方文化资源的收集与整理这方面还有待发现和探索。
其次，如何把挖掘出来的地方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其价值并很好的在教学活动中去展现，由于时间
限制，研究的深度不够，还有待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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