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前沿
Frontier of Modern Education

关于高校美术教育培养大学生艺术素质的研究
王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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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使得各个行业都得到了良好的进步发展，从而也导致各个行业对人才的需要在不断的提升。
艺术素质其实质就是说人具备一定艺术气质，在知识、实践技能、外部表现方面所显现来的一种特殊能力。诸如：从事艺术
创所、音乐、舞蹈等艺术性工作的人，通常都拥有良好的艺术素质。在我国高等院校中，大学生艺术素质培养工作越发的受
到了人们的重视，为了不断的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综合素质的不断提升，高等院校在组织实施美术教学活动的时候，需要加
大力度对学生艺术素质加以培养，从而保证学生的美术知识学习效率以及艺术气质的不断提升，增强大学生自身的综合能力，
为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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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ll industries have made good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which also leads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needs of talents in various industries. The essence of artistic quality is that people have a certain
artistic temperament and a special ability in knowledge, practical skills and external performance. For example: people who are
engaged in art creation, music, dance and other artistic work usually have good artistic quality. In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rtistic quality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rt teaching activities,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rtistic quality, so as to ensure the students' art knowledge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artistic temperament, enhance their own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cultivate more excellent talent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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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术教学是艺术教育中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也是高校开展文化建设工作的基础，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影响
下，使得人们对素质教育以及人文素养的提升越发的重视，从而使得艺术教育逐渐的受到了人们的广泛青睐。大部分
专业人士和研究人员普遍的认为，美术教育在文化教学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其能够促使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在
高等院校开展美术教学能够有效的促进学生道德品质和审美能力的提升。当下，很多的高等院校的学生在人文素质、
人文学科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所以需要加大力度推进艺术教学工作的全面开展，这样不但可以推动人文素养的提
升，并且对于学生道德品质的发展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 美术教育相关概念阐述
美术教育也可以被解释为利用专业的美术知识和技巧来对学生美术学习进行指导。在新课程标准中对美术教育工
作的实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从而推动了美术教育水平的显著提升。美术教学越发的收到人们的重视的主要根源在于
美术教学能够有效的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并且可以促进学生运用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不断提升。在新课程改革
工作全面推进的影响下，使得教师对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工作越发的重视，教师会在保证学生学习效果的基础上，利
用有效的方式方法来对学生的审美能力进行培养，这也是当前高等院校教学工作中的重要内容，美术教育在提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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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素养方面具有良好的作用 。所以，美术教育受到了各大院校的广泛关注，加大力度推进高等院校美术教学改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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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但能够有效的解决以往老旧教学模式中所存在的各类问题，并且可以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
出学生的学习潜能，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不断提升。

2 高校开展美术教育的意义
2.1 美育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促进大学生道德素质的提高
在高等院校中针对学生进行高水平的人文素质教育，对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艺术教育在培
养学生人文素质方面也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并且也是落实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美术知识教学工作的开展其核心目
标就是促进大学生审美能力以及审美素质的提升，保证大学生能够形成正确的道德品格，其在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方面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美术教学工作的开展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品格，并且也可以促进学生道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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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提升。美术作品在促进学生的认知能力的提升以及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方面具有良好的作用 。在我国很多的地区
经济水平十分的落后，从而导致很多的民众自身文化素质较差，但是民众却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而造成这种情况的
根源就是因为他们良好的道德品质的行程都是来源于美术作品的影响。中国文化艺术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美术作品承
担着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以及传扬良好道德品质的作用，利用绘画作品来对人们的思想发展进行正确的引导，从而保证
民众能够形成正确的道德品质。
2.2 美育可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要想高效的促进大学生人格教育效率和效果的不断提升，可以从德育教育方面入手，并且还需要重视美育教育工
作的开展。教师可以为学生组织开设美术鉴赏课程，这样可以有效的激发出学生对美术知识的学习兴趣，从而实现提
升学生道德情操的作用，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情怀。诸如：在中国绘画艺术中，存在大量的具有爱国精神的
良好作品。如：蒋兆和的《流民图》
、马振声的《爱国诗人陆游》
、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
、王盛烈的《八女投江》及
杨力舟与王迎春合作的《太行铁壁》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层面针对爱国英雄人物事迹进行了描绘，组织学生对这些
美术作品进行赏析，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爱国情怀。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品形式多种多样，诸如：诗歌、美术作品
等等，利用不同的手法来将各个阶层的生活情况以及整个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示，并且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发扬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对于当前在校的大学生来看，借助美术知识教学工作开展，可以完善学生自身的知
识框架，促进学生艺术修养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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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美术教育可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想象能力
美术教育与其他课程相比较来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其在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最为
关键的就是可以促进学生自主思维能力的提升，从而推动学生综合品格的进步发展。美术教育能够对大学生的良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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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树立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

3 在高校美术教育中培养学生艺术素质的措施
3.1 转变教育观念，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在针对当前高等院校的美术教育工作进行优化和创新的时候，教师务必要彻底的扭转以往老旧落后的教学理念，
切实的引用最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针对美术教育与艺术教育之间所存在的关联进行充分的了解，并且对美术
教育中艺术素质教育潜能进行充分的利用，促使学生在情感和思想品质方面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促进教学水平的不
断提升。在授课之前，教师需要综合各方面现实情况来制定针对性的教学方案，激发出学生的学习潜能，从而可以促
使学生在美术学习过程中实现对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
3.2 改进教学方法，突出艺术素质教育
针对性调查研究发现，在高校组织开展美术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传统教学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会制约
学生对美术知识的学习和探究，不利于学生艺术素质的良好培养。新时期在对高校美术教育教学活动进行改革的过程
中，可以加强对教学方法改进创新的重视，以艺术素质教育为切入点探索教学改革活动，增强教学科学性和有效性，
为学生美术艺术修养的良好培养提供相应的支持。在具体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尝试引入启发性教育、开放教育、成功
教育、体验教育以及综合实训教育等，确保在不同教育模式下为学生艺术素质的培养创造条件，增强教学活动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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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有效性，使学生的综合艺术素质得到有效的培养 。

结束语
综合来说，在大学阶段进行美术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对学生艺术素质的培养给予重点关注，教师要灵活
的运用有效的方式方法对艺术素质教育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案，促进美术教学整体水平的提
升，保证将美术教育在培养大学生艺术素质方面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最终推动大学生艺术素质的不断提高，为大
学生未来全面发展做出正确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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