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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优秀历史文明在时间长河中沉淀的产物,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美育资源,是进
行美育的重要媒介之一。新时代中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发挥文化育人的功能,利用好相关范文系
统,探究语文教学过程中非遗美育课程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从而在促进非遗文化传承发展的同时,提高教
师素养、提升学生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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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 in the New Era
Meng Xu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product of excellent historical civilization precipitated in the long
river of time, which contains rich aesthetic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dia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Chinese teachers in middle schools should play the function of 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make good use of the relevant model system, explore the content and form inno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esthetic education courses in the Chinese teaching process so as to improve teachers'
quality and students' aesthetic appreciation while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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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遗传承教育实践基地,鼓励非遗进校园。

精神价值等,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这

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旨在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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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可以说是一个丰富的语文课程材

里我们主要来探讨非遗文化中的审美价

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标和弘扬中华

料库,许多非遗知识与语文美育课程都

值。例如昆曲《牡丹亭·游园惊梦》,

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

有密切的联系,在目前我国的学校教育

皂罗袍融诗词、乐曲、歌舞、戏剧与一

元及把美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

中,美育具有动态特征,因此需要借鉴传

体,语言绮丽典雅,曲调婉转悠扬,领略

全过程。 新时代五育并举政策也特别

统美育思想,将非遗传承与学校教育相

“姹紫嫣红”的春色,抒情与写景结合,

强调了美育的重要性,各地学校作为美

结合,充分利用其文化底蕴来培养学生

展现了青春的心理活动与境界美,具有

育主阵地鼓励文化艺术类活动,增强学

对文化、对审美的独特意识。

浪漫主义色彩,这就是对文本内容进行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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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美育熏陶与文化理解,积极推进文化

本文基于新时代背景下,探究中学

艺术化、审美化的加工与升华,在语文教

审美传承学校建设。2021年8月12日,中

语文教育要充分运用非遗之中蕴藏的美

学中加入这样的内容,能在加深学生对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育资源,聚焦语文课程中融入非遗美育

文本理解的同时更好地提升其审美能

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资源的问题与策略,对中学语文非遗美

力。非遗与美育有着广泛契合的关联,

的意见》,其中第十五条提出要将非物质

育课程进行研析。

美育可以说是文化遗产可持续的桥梁,

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融入国民教

1 “非遗”融入语文美育课程
的意义

所以语文作为一门富有人文性的课程要

非遗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发展,还蕴

首先,文化传承、发展是根本。这就

育体系”,将非遗内容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构建非遗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在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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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掘其中蕴含的美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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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它离不开教育,“‘非遗’保护的

学率的压力导致文化教育效果不佳,因

心理。

前提是教育,‘非遗’保护的保证是教育,

此将非遗文化融入课堂中,丰富校园文

‘非遗’保护的可持续发展还是教育。”

化内涵,成为“形式”；最后,学校美育还

3 “非遗”融入语文美育课程
的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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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与语文教育相结合,传承与

受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因素制约。虽然近

3.1提高教师素养,建设开放有活力

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其次,遵循美育的主

些年来国家不断加强政策改革与资金投

旨和要求是必然。美育不仅是一种审美

入,并将美育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但

3.1.1内容与形式的创新

教育,还是一种创造美的教育；另外,课

是从现实发展来看,美育无论从师资、经

丰富教学形式,创新教学内容。《普

程的活态性和非功利性是关键。非遗文

费投入、教材方面还是课程资源建设、

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21年修订版)》

化既能满足语文课程“工具性”和“人

学校家庭社会合力问题方面来看,还都

中明确规定“文化传承与理解”是高中

文性”的要求,又能体现语文课程基本理

存在着明显不足。例如,目前中学生每年

语文学科的四大核心素养之一,要求学

念的需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提

都会订阅中华传统文化、书法练习系列

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继承和弘扬中华

到：
“语文课程就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

教材融入语文课堂,并安排课时任务,但

优秀传统文化,拓展文化视野,增强文化

用的综合性、实践性的课程,语文课程对

实际上大部分农村中学会进行系统学习

[5]
自觉。 其目标是为了提高学生文化素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

的少之又少,这就是由于上述各种因素

养,培养语文综合运用的能力,因此,新

强民族文化认同感、民族凝聚力和创造

影响,政策改革与教学实际之间还存在

时代中学语文教师在打造非遗美育课程

落差。

时,要结合各地历史、自然、地理等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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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因此语文
课程在传承文化教育中具有多重功能与

的语文课堂

所以,目前中小学“非遗进语文美育

面风俗背景,学习专家学者优秀经验,形

课堂”十分需要系统化的课程目标,一方

成优秀且富有创意的教学方案,灵活设

例如,山东省济南市“非遗传承与学

面要关注语文美育课程对非遗传承保护

计教学活动。

校教育融合工程”实践中,山东快书作

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要关注到其对学生

为地方曲艺节奏性强,韵律明快,将山

各种能力培养的意义。

奠基作用。

非遗融入教育,先要融入学校。实现
非遗文化和学校教育深度融合,建立完

东快书与语文口语交际教学联系,既拉

2.2“非遗”进语文美育课堂的问题

善文化传承机制与非遗研学基地,邀请

近了学生与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也让

2.2.1教师方面存在的问题

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授课,校内校外相结

学生可以全面认识非遗文化历史发展

首先,非遗文化传承师资条件有限,

合,再融入语文美育课程。例如江苏省南

进程,促进学生心理结构的“内化”,让

部分中学语文教师缺乏系统的文化交流

京市“非遗周周学”系列创新课程实践,

非遗文化教育真正走进各个校园、走进

培训,并且对非遗文化美育教育理念的

各个学校通过与民俗博物馆合作,取得

每间课堂。

积极性、理解性较差,导致对美育课程的

明显成效,活态传承非遗文化,形成了专

2 “非遗”融入语文美育的现
状与问题

知识储备与实践技能掌握不足,课堂上

业师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针对不同年

形式大于内容,缺乏创新意识,只注重教

龄段和学习需求的非遗课程,推动非遗

2.1“非遗”进语文美育课堂的现状

师的“教”,而忽视学生的“学”,启发

创新化发展,形成多元化融合创新路径。

非遗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理

性小。其次,在应试教育背景下,教师容

念,它的内容主要是依托于人本身而存

易出现盲目性的发展、功利性的教育倾

在,通过人的继承来实现文化链条的延

向,教学往往缺乏文化内涵,由于教材、

非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将地方性资源

续,但这也是非遗文化脆弱的根本所在。

课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非遗美育教

运用到语文美育课程中。近年来,我国在

近年来,我国的非遗文化保护工作经过

学的深度和广度理解较片面。最后,重理

各科统编教材编写和各阶段课程标准修

各个部门与地方的不懈努力已日见成效,

论轻实践现象屡见不鲜,最终出现教学

订之中强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但是对于非遗文化的美育理论研究与概

瓶颈。

教师要结合语文学科的特点来审视文化

念还有待深入。

3.1.2开发美育课程资源
课程建设与校园文化建设中要加强

2.2.2学生方面存在的问题

资源,同时积极从非遗中挖掘出有益的

一是部分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浅

美育内容,从而编写开发非遗校本课程

目前,非遗文化进课堂已不是什么新鲜

薄,学生审美水平与能力不匹配,缺乏

与教材,为非遗传承提供平台,进行多种

事,关于加强传统优秀文化教育的热度

学习兴趣与积极性；二是学生对非遗文

形式的开发设计。例如吸收非遗名录、

更是有增无减,但大部分是将其融入音

化背景理解有限,理论与实践区别明显,

影像资料、案例研究、文献书籍等信息

乐、美术等艺术类美育课程教学,形成以

在学习时总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资源,建设一校一特色、文以载道、文化

艺体类主流,文化课辅之的状态；其次,

三是学生缺乏认知体验,学生在网络文

育人的非遗教育新理念等。

受教育体制影响,被“智育”排挤。在应

化等时代内容的冲击下容易产生文化断

在审美教育中不仅要教学生去鉴赏

试教育的背景下,狭隘的美育观念与升

层,从而导致对非遗文化的误解与抵触

美,更要让学生从中获得创新、想象等表

首先,学校美育的目的与内容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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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教师从欣赏美、

组织学生写作文、办主题班会和演讲等

并用校园中半亩棉田长出的棉花、棉叶

表现美和创造美等美育目标入手,按照

形式,布置任务以小组为单位共同对所

等作为原材料制作棉花手工艺品,学生

美育教学的要求和特点来组织教材进行

学的审美文化内容进行及时交流和梳理

通过体验“非遗”项目来感悟美、体验

非遗教学,从非遗中发现、分析、整合相

总结,教师再进行及时有效的引导与评

美、创造美,进而达到知行合一的学习效

关素材,使学生形成独特的文化知识和

价,从而加深学生对非遗的认识,消除学

果,让美育回归生活。

审美内涵的解读能力。例如在学习《迢

生对于非遗的误解。

迢牵牛星》
《鹊桥仙·纤云弄巧》等与传
统节日七夕有关的诗词时,教师抓住“乞

3.2.3学生认知体验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近距

3.2培养学生审美,发挥语文课以美

离接触非遗文化的内容与形式,形成独

化人的作用

巧文化”开展一系列语文综合性学习,

3.2.1数字智慧美育

特认知体验。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深层次

充分利用非遗传统“乞巧文化”资源的

新时代我们应该利用网络的优势,

文化实践,开拓学生知识面以及视野眼

教育价值,使学生深入学习七夕节的文

推动非遗数字化研究,开创“互联网+非

界,让其亲身体会到非遗的精神财富和

化来源,提高其审美能力。

遗进校园”的新模式。
“媒介技术对于文

独特的文化价值。让成长在新时代与新

3.1.3课程与教材教法

化传播手段的影响改造了当代的文化形

科技背景下的青年学生,接受常态化、系

从教学形式上来看,需要完善语文

态。现代传播手段的采用不仅可以强化

统化的非遗教学,融合多种学习元素,在

教学目标体系的建构,缔造与非遗文化

非遗的传播力,更重要的是借力于新媒

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的文化审美素养。

主题相关且尽可能真实的沉浸式教学情

体而进行的文化空间再造,这将开拓非

“直接参与实践和体验是研习非物

[6]

境。通过渗透的方式进行讲课,课程不再

遗媒介化生存的实践路径。” 随着时代

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基

是仅在既有结构上进行调整、附带,而是

的发展,课程教学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于这样的特点,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

对课程的各个方面进行重新思考和设计,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供数字化沉浸体

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的问题讨论。”

通过体验式、混合式教学等方式,将与非

验教室,实现智慧美育课堂,促进资源整

[7]

遗相关的内容融入到美育教育当中。譬

合与共享,利用新媒体互动教学平台来

《核舟记》的教学为例,部分教师在非遗

如在语文教学中的阅读课、写作课、口

传播非遗文化从而减少创新与融合发展

教学实际中教学形式单一,学生通常只

语交际课等均可融入,真正发挥“美育课

的成本,将非遗融入个体。譬如,在讲解

能学习到所谓的知识,而不能感受到古

程”的育人功能。

《社戏》
《琵琶行》这类有乐曲、音频资

代雕刻的魅力所在。因此,我们在学习知

从教学内容上来看,非遗中不仅包

源的课程时,教师可以在课上播放相关

识的同时,也应该强调选文的文化内涵。

含着丰富的汉语言文字或文学知识,还

视频,让学生感官了解这些非遗文化,补

教师在开始上课之前,向同学们展示一

蕴藏着独特的思想文化精神。非遗和语

充学生看戏、听曲的经验,从而迅速加深

颗“长不盈寸”的果核,然后让同学们展

文课程联系较为紧密的有“民间文学”、

对内容的理解。

开想象,再现雕刻的奇巧,一方面学习作

以部编版八年级下册语文教材选文

“民俗学”等,优秀民间文学作品都是文

3.2.2美育实践课堂

者的描摹之妙；另一方面可以感受到雕

质兼美的语文素材库,这些非遗内容知

通过将非遗文化融进语文课堂的策

刻技艺之精湛,提高审美情操。除此以

识性与人文性并存,是语文课堂中培养

略,有针对性地进行美育实践,感受民族

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结合跨学科教学来

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优质美育素材。比

文化的活态性、历史性以及社会前沿实

让同学们在美术课上感受核雕的技艺

如,广州市广府非遗进校园实践中,就开

践的可融合性。在语文教学中,传统的诗

之妙,动手学习核雕,带领学生直接与

展了教学实践课堂,组织“粤剧创想嘉年

学、礼记、中庸等历史情景中均蕴含着

所要学习、探究的非遗文化近距离接触,

华展评”的活动,极具地方特色,戏曲文

美育思想,秦汉、魏晋风骨、唐宋元明清

打破学科壁垒,学生只有亲身体验才能

化遍地开花,传承非遗的同时也提升了

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学精神,都可以

记忆犹新。

非遗的社会影响力。

通过非遗文化表现出来,师生依托教科

4 结语

从教学方法上来看,教师应该将欣

书中的单元学习任务,建构学习实践场

我国目前关于中学非遗文化进课堂

赏、观摩的美育方法纳入到非遗教学当

域,教师将课堂实践和课外体验交叉运

的关注与研究逐渐深入,并且坚持“蒲公

中。18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布莱丁格曾

用,形成“引进来”、
“走出去”双向结合

英”教学理念,培养蒲公英种子教师,建

说过,想象是“灵魂的眼睛”。这就强调

的教育传承形式。

立乡村学校美育机制,推动学校美育环

了想象力培养的重要性,教师要鼓励学

例如在“非遗进校园”实践中,清华

境建设,要让美育看的见,文化教育成果

生关注身边的非遗文化资源,通过创新

附中永丰学校携手高校与非遗传承人一

实体化、对象化成为一种文化自信。在

文化作品、非遗调查等形式,来开发他们

起因地制宜,开辟了校园半亩棉田。让同

中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利用条件去创

的想象思维,进行美的创造,以使非遗文

学们在劳动、生产、观察中体验传统文

造情境,通过不同语文素材让学生体会

化古为今用。在进行教学后,还可以通过

化“耕织”的魅力,学习“二十四节气”,

文字美、意境美、主题美和结构美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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