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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中受重视程度日益提高。针对大部分大学生对审美对象的

体验不够深入、美育的社会功能性没有充分发挥等问题，本文主要探讨社会实践在大学美育中的重要性、现状以及社会

实践提升高校美育工作的措施，以期为高校美育工作的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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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

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美育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

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提高学生艺术

素养、陶冶高尚情操、培育深厚民族情感、激发创新意识，才能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人民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明确提出“全面加强艺术审美教育”。当前，高校强化了大学美

育的地位和作用，在美育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获得长足发展，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存在高校美育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没

有充分发挥美育的社会功能性等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美育仍是整个教

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并要求学校美育建设要“加强实践活动

环节”。因此，探索社会实践提升美育工作的途径，发展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美教育，是美育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社会实践在高校美育中的重要性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在校期间按照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要

求，对大学生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走向社会，深入

社会、参与到社会发展当中，以达到识国情、长才干、受教育、做
贡献的一系列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年学生“既

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坚持学以致用，深入基层、深
入群众”“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

深入论述了社会实践在大学生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实践是美育知识的来源。知识来源于实践，能力来源

于实践，人的素质更需要在实践中养成。美育知识是前人根据

生活阅历和自身感悟总结得出，并通过实践不断演化后传承下

来的。作为美的欣赏者，我们都有自己对美的独到见解，这些独

到见解，是在接受不同程度的审美教育，以及经历种种的生活实

践与认知后而得到的。成功的美育可以较好提升学生的审美素

质，建立健全良好的审美心理，进而影响学生的思维逻辑、表达

方式，提升学生感受美、表达美的能力，并将这种良好的状态渗

透在社会各种关系中，提升学生的人生趣味和理想境界。
社会实践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美育在大学教育中不

仅包含美育知识的传授，同时还包括创造带有审美氛围的教育

环境，引导学生置身于审美实践活动中。在实践中加入美育思

想，用社会真实氛围和事件引起学生共鸣，可以的现象，教学方

式单调枯燥，教学内容陈旧，与学生的生活实际、思想观念完全

脱节，缺乏感直观、形象地被大学生们理解和接受，使学生在感

受美和享受美的过程中，完成美育素质内在化，也能让他们更

加地热爱生活。
二、高校美育的社会实践现状与问题

美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的地位和作用

不断提升，利用实践提升美育教育效果的工作也初步开展，但

仍存在以下问题: ( 1) 对美育实践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虽然大

多数教育者已经认识到实践对于学生全面培养的重要性，以及

美育对于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但将两者结合的工作不多。这是

因为部分高校对于美育实践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重视度不高，

将美育固化为校园内的教育，导致高校美育与社会现状脱节，

影响了美育的社会功能发挥; ( 2) 美育在社会实践环节中的滞

后。一些高校将美育实践简单理解为校内展出、汇演等形式，

而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相对匮乏。同时在具体实践环节还常出

现缺少教育计划、人员配备、课程建设及评估体系等相关教育

规范而显现的滞后。这些问题导致美育实践工作缺少实质性

的保障，阻碍了美育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 ( 3) 美育的社会实践

制度和体系不完善。在实际的美育实践工作中常出现教育方

式单一、没有具体的实践教育的各个环节、缺少固定性的实践

基地、美育工作者短缺、实践活动零散以及缺乏组织保障系统

和经费支撑等问题。虽然少部分高校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美育

实践活动，但因为缺乏制度和体系方面的顶层设计，严重掣肘

了高校美育的社会实践工作的开展和推广。
三、社会实践提升高校美育工作的措施

在社会实践中提高大学生艺术素养、陶冶高尚情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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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民族情感、激发创新意识，就是完成审美教育素质内在化

的过程。高校在开展美育的社会实践中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一思想认识。高校应正确认识到: 将美育与大学

生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制定

专项政策和具体举措，调动社会、高校、师生等各方面的积极

性，为美育的社会实践创造有利条件。大学生通过深入社区、
企业、农村等基层的亲身实践，认识风土人情，欣赏自然风光，

紧跟时代步伐、感受改革成就，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

观念，增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同时，美育实践把理论知识同社会现实有机结合，充分体

现了美育教育的社会功能，真正达到了社会、学校、学生的有效

结合。
第二，构建规范化流程。美育社会实践教育需要明确的主

题目标、组织形式、活动场地和开展流程，形成了规范化的实践

活动流程。美育的主题应紧跟时代步伐，弘扬民族精神，传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美育实践包括第二课

堂、艺术进校、公益活动、社会调研、暑期三下乡、学生社团等多

种形式。校外应建立多样化的固定实践基地，充分利用当地美

术馆、博物馆、文化古迹、风景旅游、先烈故居等丰富美育资源。
美育实践开展的流程应包括计划，申请、组织、开展、考核、保
障、应急等各项程序，同时明确各流程的具体内容。

第三，配备专业化人才。美育社会实践工作涉及面广、情
况复杂，必须配备业务精、能力强的专业化人才，组成指导团

队。学校的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任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

及校内外专家都可通过聘请进入指导队伍，负责各项美育社会

实践工作的开展。指导团队应制定规范制度加以管理，并不断

创新工作方法，调整工作思路，适应时代要求，使美育实践常做

常新。学校要加大美育实践专业人员的培训力度，支持美育工

作者的进修和交流活动，不断提高美育实践指导队伍的整体

水平。
第四，建立保障制度。高校要把美育社会实践纳入年度的

统筹计划和教学计划中，建立促进美育社会实践活动正常开展

的组织保障系统和专项经费，为美育实践的持续开展提供支

撑。学校要建立校领导人牵头，院系领导负责的领导队伍，明

确各项活动的负责人和后勤人员，积极安排活动开展所需的人

员、车辆、场地、宣传等。学校应积极同校外实践基地和活动对

接单位协调，安排活动开展的时间、会场、接待人员等。
第五，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美育社会实践可采用导师制、

学分制、奖励制等方式，记录和评价大学生综合表现，以督促和

激励大学生积极参与美育社会实践。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过程和结果皆录入的方式，借助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动态评价美

育社会实践活动的成绩，调动大学生参加积极性，充分展现美

育社会实践的作用和效果。将书面报告、行为测评、汇报展示、
过程考核、课程考查有机结合，使教学效果与学生实际表现紧

密结合，增强大学生美育社会实践的主动性、针对性与实效性。
社会实践是美育知识的滋养来源和实施美育教育的重要

载体，开展美育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念，坚定文化自信，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施素质教

育，实现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举措。面对美

育社会实践活动普遍存在的重视度不高、实践环节落后、制度

和体系建设不完善等问题，高校应从思想认识统一化、内容体

系规范化、指导人员专业化、运行保障机制化、考核评价科学化

等方面构建高校美育社会实践的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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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ing Social Practice to Upgrade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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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quality education，aesthetic education is increasingly appreciat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For most college students，the experience of aesthetic objects is not deep enough，and the social function of aesthetic edu-
cation is not fully exerted．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and status of social practice in university aesthetic edu-
cation，and measures to promote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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