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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

多元文化在造就社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

不良现象，消费文化导致的欲望侵蚀和利益熏心，

快餐文化带来的狼吞虎咽和浮躁功利，外来文化引

发的崇洋媚外和数典忘祖，后现代文化造成的精神

缺失和人格异化，影视文化夹杂的暴力模仿和形式

崇拜等等，繁杂丛生的文化环境势必给人的全面发

展和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带来困难和阻碍，而作为

促进人类文明的文化必须承担起“文以载道，汇以

兴邦”的重任，正所谓文化是民族的发展动力和精

神支撑。因此，如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

程中发挥文化的积极作用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党的

十八大报告也曾表明文化的发展繁荣对实现小康社

会和民族复兴有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提出了“文化

强国”的建设目标。因此，文化不只是自身的传播、

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更应该是以人为本达到“以文

化人”的高级命题，还应具有中国特色的最终指向，

即文化应发挥在人和社会中的美育作用。

一、影视艺术：网络时代的美育新途径

“美育者，应用美学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

目的者也。”（1）美育历来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自商周时代以来，作为美育活动的“礼

乐”逐渐兴起。近代以来，随着蔡元培、王国维等

学者对美育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完善，我国已基本建

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美育理论体系。近年来，作为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工

作的实践力度更是从国家层面得到不断加强。2010

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中提出大学应“加强美育，培养学生

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2013 年中国共产党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要“改进美

影视艺术对当代大学生的美育意义及实
践路径探析 *

文  彭述娟 /Text/Peng Shujuan
 

提要：以教育为核心的传统美育手段愈加呈现出严肃化、表面化和肤浅化倾向，影视媒介为美育的开

展提供了新思路，将其形象性和人文性与传统美育手段相结合，以生态学理论为条件对传统美育观念

不断进行完善，有效地改观了现代社会由于异化劳动所造成的单向度人格。影视艺术作为传媒时代的

主要媒介形式，所具备的艺术多元性及人文性特点使其成为了大学生美育的最佳途径。另外，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审美教育纳入培育系统提供了理论支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指导，将影视艺术

纳入新时代的美育体系，同样成为影像时代下的大学生美育新途径。

关键词：美育 影视艺术 网络时代 传统文化 核心价值观

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2015 年《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国办发 [2015]71 号）提出“要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

校美育全过程”，并“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马克思认为，人格具有先天的物质属性，作为自

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人格可以按照美的规律构建，

并最终指向自我的全面发展。同时，由于美育具有先

天性与习得性的特点，使其与人格的培养有着天然的

关联。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美是属于自我实

现的最高层次需求，是理想人格的必然趋势。自然属

性、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共同决定着人的现实存在，

教育作为促进生成过程的关键，更应该关注“人的内

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2）因此，从科学启蒙、

美学教育和生命体验的生成等向度来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观念的不断转变，使得年

轻一代愈加崇尚物质与功利，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

发生。事实上，大学美育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高

校往往将美育作为德育的组成部分，使得美育体系整

体上出现扁平化和肤浅化的倾向。这与国家层面的“重

应试轻素养、重少数轻全体、重比赛轻普及”（3）的

美育观还不尽相同，究其本质，以技法表现的美育形

式显得过于充满强制性，而将美育神圣化的极端做法

更是导致了美育的非人性化发展。实际上，唯理性

* 本文系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移动互联网时代高

校文化传播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SKS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2）[ 德 ]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4页。.

（3）摘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详 见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中 央 政 府 网 站，http://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15-09/28/content_101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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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目标、同一化的教育模式、功利性的教育方

法给教育对象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传统美育的形式较为单一，对于有自我独立意

识的大学生来讲，很难满足其情感需要与精神追求，

因此出现了美育“投入”与“产出”间的不匹配，

审美效度难以保证。美育工作离不开所处时代的文

化环境和其对象的特点状况。在当今社会里，影视

艺术已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大众文化，作为文化的一

部分，影视艺术可以凭借自己易于接受的特性发挥

审美功能和价值，但其影响和负面作用也不容小觑。

面对好莱坞大片的引进和大量“烂片”的侵袭，影

视受众正遭受着形式主义的情感冲击和低俗文化的

潜移默化乃至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而作为影视受

众的大学生自然也在消费文化下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和挑战。因此，大学生需要培养认识美、发现美、

感悟美的能力，也即大学生需要加强美育工作。美

育不仅关系到高校人才的培养质量，也关系到其内

在精神品质的提高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现。影

视艺术作为主宰传媒时代的主要媒介，其艺术多元

性及人文性的特点为美育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尝试路

径。

“作为现当代人类社会的大众文化或大众艺术，

电影与电视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和巨大的影响力，

遍及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遍及每个国家的

城市与乡村。”（4）由此看来，影视艺术可以作为现

代美育的一种方式，通过其视听体验来培养和提高

人的审美能力。影视艺术不仅具有受众多、影响大

和作品多的优越性，从影视媒介本身来说，因其融

合了音乐、绘画、文学等艺术形态，综合感染力更

能突破传统美育模式，比常规的静态教学更容易获

得学生的认可和接受。影像能够塑造生动的人物及

展现引人入胜的叙事情节，使得社会生活场景和历

史记忆可以直接作用于受众的感官。从影视媒介传

播的角度来说，网络时代里影像媒体的普及也使其

作为美育途径显得更加便捷。现代人不仅可以在影

院中欣赏作品，还可以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

终端随时观看视频影像 ；而各种微视频、微电影的

推出也使得碎片化时代的人们更容易捕捉和接收影

像信息。3D、VR 等新技术的兴起则更进一步推进

了影视的真实表达，增加了电影的感官体验。影视

艺术既可以打破普通学生与艺术之间的门槛，获得

更好的美育效果，又能满足大学生的审美需求，改

善传统的大学美育效度，还能通过调动情感体验来

增强审美共鸣，从而达到主动接受并认同的审美诉

求。

构成美育的审美体验是一种直觉式的领悟而非

逻辑推理的演绎表达，是人在审美感知基础上，通

过审美判断领悟艺术意蕴的过程，审美教育不能脱

离情感的表达。情感是审美想象的原动力，而影视

艺术的创作过程和审美环节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体

验，“网络时代的‘泛画面’观念使我们所习惯的经

典画面和纯艺术美在日常生活随意性中被解构，美

育回归‘泛’状态，可能更能契合美育的真谛”。（5）

当欣赏者带着审美感知去观看，艺术家的情感体验

即被解读。这种感知过程实际上是将影像场景当作

情感符号进行感知的过程。由此看来，对美的感知

是人的天性，利用后天教育可以将人先天审美的本

能充分调动。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便是其具有社会

性，观众不仅会认同银幕中的人物形象，同时也会

通过放映媒介而对影像本身蕴含的意识形态产生认

同感，利用这种认同感，影视作品能更有效地使受

众产生移情作用，继而达到美育教化的作用。

二、影视艺术的美育意义：

拒绝媒体时代的单向度人格

现代社会所强调的科学技术压制了人内心的否

定性、超越性和批判性向度，使人的思想变为“单

向度的思想”，生活在其中的人则变成了“单向度的

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在于对个体审美价

值取向和审美理想追求的引导，单纯的说教与强制

性的灌输根本无法实现其与人内心的深度契合，借

助美育活动的形象性、情感性和趣味性来实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接受与践行是必由之路。

而在美育途径中，影像艺术代表了一种对秩序、组

织和统一的向往，影视能带领我们经历全新的叙事

模式，这种叙事把自我确证为世界的中心。例如，

2016 年国庆档上映的《湄公河行动》口碑、票房双

丰收，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除了故事的新闻

背景、强劲的主演团队和动作片的视听盛宴等因素

外，还在于它“弘扬中国精神、彰显中国力量、展

现人民情怀”。（6）因此，影视艺术能有效帮助受众

重新构建自我主体意识，进而减少现代社会异化人

格的出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有着重要

推动作用。

大众传播学认为，影视艺术对受众的思维方式

和价值取向都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影视的生态

文化环境可以通过画面传播引发观众最大限度的关

注，从而在思维层面达到美的效果。记忆往往通过

视听体验被激活，作为视觉传播范畴的影像传播可

以巩固记忆和唤起情感。图像时代的到来，影像唤

起的想象与情感以简约的外在形式突破文化的边界

限制，影像能够刺激受众心灵并唤醒其内在的情感，

通过视觉的直面冲击来引起情感共鸣并进一步影响

观者的观念与行动。

网络时代，荧屏和银幕视觉奇观渐渐显示出被

（4）彭吉象《影视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3 页。

（5）蔡贻象《电子时代的影视美育论》，《教育评论》2003 年第 3 期。 

（6）王刚《国产主流商业电影的新标杆——电影〈湄公河行动〉研讨会综

述》，《当代电影》2016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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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消费的恶果。过剩的视觉刺激带来“神经餍足

现象”，影视的大众性带来视觉形象的符号化、同质

化和虚拟化，正如柏拉图洞穴所描述的“一群被困

在地下的囚犯从来没见过真实的世界”，90 后和 00

后几乎都是伴随着影像成长起来的，跃动的光影图

像就像柏拉图洞穴里的火光，成为囚徒们进行事实

判断的依据，与影像朝夕相伴的青少年如果不加以

适当引导，将会无法分清虚拟影像与真实社会存在

的边界，陷入混沌，忘却归家的路途。

“如果影视生产是一个收集符号、占有符号、制

作符号的过程，那么影视传播是使用符号巧妙地叙

事的过程。”（7）影像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民族

精神与文化的表达，譬如，美国以好莱坞影视产品

为依托在全球范围内大肆倾销自我，并取得了空前

成功。由于中国影视工业体系的快速发展，银幕激

增导致影视产业的泡沫化膨胀，出于票房的考量，

诸多影视公司和制片人往往利用怪异新奇和低俗色

情来吸引观众的“选择性注意”。影视文化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便成为“文化消费”的体现。将影视作为

美育的途径，则是对大学生进行影像符号解读的传

播过程。以影视媒介为依托不断进行美育，以期达

到指导学生对电子图像进行正确认知的目的，通过

对其媒介素养的培养使其有效地鉴别和利用媒介基

本知识，拒绝被媒介内容同质化，从而在受众层面

减少暴力色情场景和异域文化倾销所带来的恶果。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人类历经口语时代、印刷

时代与电子文化时代的发展。在影像充斥每个角落

的当下，掌握影视思维与影视语言就更为重要。作

为一种“视觉世界语”，影视已变为电子时代的核心

互动语言，也是继口语、书面语、印刷语之后人类

精神符号的最佳表达媒介。事实证明，影像语言已

成为现代必备语言之一。譬如，对蒙太奇影像语言

的掌握有助于当代大学生对影像制品文化内涵的理

解。由于蒙太奇自身的独特性，影像总会被艺术家

按照一定的范式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并产生丰富的

语义，创造出穿插、闪回、时空套层、虚实相生等

动态艺术形象，进而激发出大学生丰富的审美想象。

因此，将影视课程纳入高校美育体系对培养学生审

美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现代教育的旨归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我

国现存的教育体系则偏向高度的专业化人才培养方

面，教育偏向功利化，人文精神被压制，审美教育

和媒介素养培养有所欠缺。而我国又正处于一个外

来文化入侵的多元文化环境，“当文化形态发生激烈

变动的时候，情况就复杂了。过去被认为是适应的

或是‘全面发展’的，很快就要变成不大适应，不

够‘全面发展’了”。（8）因此面对影视作品盛行的

网络时代，通过影视进行美育既能弥补传统教育里

家国情怀等人文精神的忽略和缺失，又能以喜闻乐

见、易于接受的形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媒介素

养，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培养“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原因所在。

美育可以有效地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实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寄托着近代中国人民上下求索、

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

个人的美好愿景”。（9）为了实现这种价值理念，从

个人角度来讲，如何将代表国家意志的核心价值观

内化为个体意志是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

含的内在审美理念则成为突破点。通过审美教育使

个体超越主体性欲求，从而实现“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的价值体现，进而促进社会和谐与国家复兴。

由此看来，美育工作的实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实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构建新型美育体系：

实现影视艺术课堂新突破

当前，中国高校影视教育体系大致可分为“素

质教育体系”“相近专业教育体系”和“专业教育体

系”，“相近专业教育体系”与“专业教育体系”偏

重于专业化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而“素质教育体系”

则将重点放在对一般概念常识的梳理和审美主体基

本影视素养的普及方面。通过影视艺术提高学生的

审美能力来普及大学生的审美教育，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最高指导，加强高校在素质教育体系内

的影视艺术教育，完善影视美育途径，构建以影视

教育为核心的美育课堂，才能实现大学生美育的新

突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

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

而针对以影视艺术为主的美育课堂，也必须通过优

化美育工作者的自身媒介素养、建立新型美育素质

教育体系和改变传统授课方式等多种途径进行。

第一，建立新型美育体系，首先要紧跟时代设

置适合大学美育特点的影视课程。我国美育观念由

来已久，但将美育纳入大学学科体系却并未完成，

因此实现影视美育必然要求美育的课程化。大学美

育是要通过系统性教育课程的设置才能实现，需包

括自然科学、人文艺术等多方面的内容。将影视教

育融入大学美育系统是提高美育效度的途径之一。

重视影视课程的核心作用，将其内容上具有的其他

艺术的特点充分利用。设置如影视文学欣赏、影视

音乐欣赏等综合性课程，以影视为艺术课程的媒介

与载体，从而加强大学美育系统的关联性。通过影

像的趣味性与情感性来消解文学、音乐等高雅艺术

的审美门槛。同时，当代影视美育不应采用当前的

（7）赵荣生、陈仲庚《传播学视野中的高校影视美育》，《电影评介》2007

年第 6期。 

（8）王志敏《元美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1 页。

（9）习近平《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市海淀区

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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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艺术概论”等必修课或通识课程形式，而应发

挥康德论述的“审美无功利”理论，利用艺术的感

染力与自律性进行引导。影视美育体系不应只是一

个封闭的学科教育活动，而应包括审美欣赏、审美

表现和审美创造等多个环节，加强互动性与趣味性。

审美欣赏是主要途径，审美表现是内在要求，审美

创造则为最终目标。改变传统课程的评判打分原则，

以鼓励学生的审美创造活动消除美育功利化特点，

将体验艺术和作品创作（如参加与戏剧、电影有关的

课外活动）作为课程考核的重要部分。

第二，提高教师自身媒介素养。高校教师承担

着教育和传播文化知识的重任，其专业素养决定了

文化知识的实际传授效果。当下的美育体系存在的

首要问题是，不少高校的影视专业教师仍坚持仅从

人文、技术角度解读影视作品的授课方式 ；再有就

是非影视专业的老师的影视媒介素养问题，部分老

师并未接受过全面系统的影视教育，对影视艺术认

知不够全面，忽视了影视艺术的美育功能。这样的

做法仍像对柏拉图洞穴中的囚徒从“影像”到“影像”

的解说，影视的幻觉艺术特点依旧无法被学生察觉，

也就无法辨认出电影作为一种幻觉机器的意识形态

效果。影视美育必须跳出放映机外，否则无法解放

当代影视虚拟世界所塑造的现代囚徒。为了避免洞

穴里的囚徒们接受的依旧是用影子解释影子的悖论，

教师应当充当那个已经走出洞穴见过真正太阳的“解

放者”。一个具有良好媒介素养的老师不仅需要接受

过影视专业的知识，对影视产业本身有着全面的认

知，同时也要对与艺术有关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有

相关的了解，从而达到一种文化自觉状态。影视文

化的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决定了其不仅仅是一次性

的消费衍生品，而是承担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表达

载体。教师作为文化的传播者，无论是主讲影视专

业或是人文社科其他专业，抑或从事自然科学，都

需要拥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和文化自觉，以便实现美

育工作对大学生的意义，从而培养出更具人文情怀

的大学生。

第三，要根据学生的需求组织影视美育教学工

作。大学生群体往往具有更加强烈的自我意识，需

要学校及社会的正确引导。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

出，人的基本需要各有不同，只有当低级的生理需

要被满足时，对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出现。因此，

影视美育的传播过程也应注意纬度的把握，向下要

关怀学生的心理、安全及尊重等需要，向上则要引

导对于真善美至高人生境界的自我实现需要。法兰

克福学派将人的需求分为真实和虚假两类，虚假的

需求是由当下社会强加给个人的需求，如影视文化

流行所造成的娱乐、消费和追星行为等，美育过

程有必要对这些虚假需求加以区分与超越。通过

一些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如《甜蜜蜜》（陈可辛，

1996）、《美丽人生》（罗伯托·贝尼尼，1997）、《忠

犬八公的故事》（神山征二郎，1987）等引导学生理

解与讨论亲情、爱情等日常生活情感，进而通过如《海

上钢琴师》（朱塞佩·托纳多雷，1998）、《现代启示录》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1979）等引导学生思考

生存与死亡、理想与生活等更高层次的需求。

最后，唤起学生的课堂主动参与性，以期达到

良好的美育内化效应。对传统填鸭式的教育模式进

行改善，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与参与度，将学生

课间业余实践阶段的成果作为衡量教学成效的指标，

通过分组教学的形式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根据

影视传播效果的两面性进行双面说理的教学模式，

让学生对影视的认知、教育、娱乐功能与淫秽、暴

力、恐怖、低俗等负能量进行区分与探讨。美育教

学要从唤起学生的感性体验入手合理选择影视内容，

除了选择在教室中播放影片的途径外，亦可尝试将

学生带进电影院，利用影视艺术的虚拟交互性，使

其作用于受众的无意识层面，隐含的美育性特征即

被感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亦

可由此实现。

影视艺术直接影响着大学生人生价值观的形成，

电影中的色情、暴力、拜金等低俗情节及有悖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节表现，已对当代青少年产

生很大影响，这都要求教师引导他们摒弃贪图享乐、

不思进取的思想，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培养

爱国、敬业、诚信的心态，弘扬符合社会主义价值

观要求的道德风尚。

结语

网络时代，视觉文化迅速兴起，传统说教式的

功利教学模式很难适应新形势下大学生审美教育的

要求，寻找新的美育模式势在必行。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指导思想和理论框架下，以影视艺术为依

托逐渐把美育实践活动纳入高校美育体系，利用其

虚拟交互性与吁情性完成美育体系构建，通过课程

改革、美育形象性原则等方法的运用，才能实现对

大学生进行美育的目的。影像艺术作为多元艺术形

式的融合，成为了一种可广泛接受的美育媒介。改

变传统、从效能出发的审美教育模式，通过具有良

好媒介素养的教师对影视媒介内容进行解读，才能

培养大学生作为现代人所应具备的良好媒介素养，

引导其跳出泛图像时代的藩篱。总而言之，在文化

全球化的网络时代里，对于高校学生来讲，影视艺

术可利用自身的感染力和审美艺术特性，通过针对

性、专门性、普遍性的美育工作来提高大学生的审

美能力和影视媒介素养，从而在避免影视不良影响

的传播过程中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实现文化

的育人价值，使其成为真正以美为核心的现代人。

（彭述娟，重庆大学党委宣传部助理研究员，

40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