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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该校美术课程的如

火如荼，2011 年开始，湖南省

博物馆伸出橄榄枝，与学校合

作推动《博物馆资源在学生综

合素质发展中的应用研究》的

课题实验研究，定期开展课外

实践活动。为此，美术教师组

的宋占玲、杨香玲、姚轶三位

老师新编了一本校本教材，供

全校初一学生学习。

“我们三个按照汉代丝织品、

漆器、帛画、陶艺四个领域编撰

校本教材，主要从美术语言和时

湘一芙蓉第二中学校长 许美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民族

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的主要根据，更

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和力量之一。

学校是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地，

尤其是近年来我们与博物馆合作，

更进一步加深了对汉文化的深刻认

识，传统文化在我们的教育教学中

不断得到传播与分享。

长沙，楚汉文化的发祥地、屈

贾故里，楚风汉雨播洒其间。湘一

芙蓉第二中学地处被誉为 " 世界第

八大奇迹 " 的长沙马王堆汉墓遗

址附近，传承优秀传统历史文化

应是其责任和担当，一直以来开展

马王堆女教师把“汉风美韵”带进课堂 
文：今日女报 / 风网记者 吴迪  实习记者 莫雪霈  通讯员 周应明  视频：吴迪 周纯梓  莫雪霈    

提起马王堆，你会想到什么？大多数人想必会想起“东方的庞贝城”马王堆汉墓，
想起“东方睡美人”辛追夫人，想起辉煌灿烂的汉代文化……

在距离长沙市马王堆汉墓 200 余米开外，坐落着一座初级中学——湘一芙蓉第
二中学（原名马王堆中学），得地利之便，2012 年，该校美术教师组三位女老师开
发了校本课程《汉风美韵》，把马王堆汉墓保存下来的汉文化引进课堂，赢得学生
和家长的纷纷点赞。2017 年年底，《汉风美韵》在湖南省初中优秀校本课程评选活
动中获得一等奖。

从 2005 年成立美术兴趣小

组，到如今已经有 13 年时间。“学

校在开展了《汉风美韵》的校本

课程后，我带领学生了解古汉文

化，制作古汉纹饰作品，发现

学生有无穷的创造力。”姚轶感

慨地说，许多学生利用周末休息

时间完成作品，为了追求作品的

完美，一次又一次修改，并且乐

此不疲。“这让我感受到了学生

无尽的求知热情。这样的校本

课程符合新课程标准，让课堂

不再那么呆板无趣。”

4 月 3 日，记者在采访中偶

遇了一位学生家长。他是一位个

体户，名叫陈旭敏。陈旭敏的两

个女儿都在湘一芙蓉第二中学

就读，并且都参加了美术兴趣班。

陈旭敏的大女儿叫陈湘湘，

小女儿名叫陈湘颖。现在，陈湘

湘已经毕业，被保送到长沙一中。

“我大女儿和我小女儿在兴趣班

里学习，从来没有花过家里一分

钱，节省了很多开支。”陈旭敏说，

“老师们也很辛苦，每周六都要

来上课。”陈湘湘通过在兴趣班

学习，获得了许多荣誉，包括省

级乃至国家级的。目前她仍坚

持美术学习，未来打算报考一所

美术类院系。“通过几年的学习，

她自信心增加了。”陈旭敏说，“小

女儿在姐姐的影响下，也对美术

特别感兴趣。刚一上初中，就报

名参加了兴趣班。”

在学校展览室，陈湘颖向记

者介绍了她的作品 ：“我的作品

以古代的玉璧为原型的，它跟普

现代校园中的古典美

4 月 3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走进湘一芙蓉第二中学，很快

就感受到了这座现代校园中的古

典之美，汉文化之美。

乍一看，这所初中与其他

学校无异：充满现代气息的教

学 楼、 实 验 楼；250 米 长 的 环

形操场……但仔细观察，还是

可以看到它的独特之处：银色

的辛追夫人雕塑静立在综合楼

门前；以“汉武天下”为主的

汉朝文化系列浮雕围绕运动场

而建；教学楼里可以看到东汉

张衡发明的地动仪仿品，以及

刻有《史记》、《汉书》等书籍

封面的浮雕；凑巧的话，你还

可以欣赏到特别的课间操——

由 1974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

汉墓出土的现存最早的道家导

引图谱改编而来。

走进学校展室，仿佛到了一

个汉代文化的小型展览馆，可以

看到学生利用所学汉代纹饰、色

彩、线条等设计的花瓶、笔筒、

瓷碗和陶艺制品；在环保纸盘上

设计的漆盘、漆杯；用“信期绣”、

“长寿绣”的图案设计了宽大衣

袖的汉代服装……通过一件件

作品可以看出学生们对汉代文

化的热爱。

“我们学校每年都举办学生

画展，由于同学们的积极参与，

我校每年举办的画展质量越来

越好。”该校教科室主任、美术

教师宋占玲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去年学校举办的《汉

风美韵》学生美术作品展览，

收到美术作品 261 件，获奖作

品 180 件，展出当天正赶上家

长开放日，家长们见到孩子们

的作品都惊喜不已。

该校学生对汉代文化的热

爱，与学校从 2012 年开始开发

《汉风美韵》校本课程分不开。

其中的主力开发者正是美术教

师组的宋占玲、杨香玲、姚轶

三位女教师。

东北来的女教师爱上了湖湘文化
今 年 51 岁的宋占玲， 是 一

位嫁到湖南的东北媳妇。2005

年年初，宋占玲跟随丈夫来到

湖南，进入湘一芙蓉第二中学，

成了一名美术老师。

刚来到湖南工作的宋占玲对

一切都感到新鲜，尤其是学校

附近的马王堆汉墓，更是让她

惊叹不已。

“学校的地理位置以及校名，

决定了这个学校的学生应该更多

地了解传统文化。”宋占玲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当时正好

学校新建了一个美术教室，我

就决定在里面办一个美术兴趣

小组，免费教学生国画、书法

以及素描、水粉画。”

虽然学校很支持，但因为

经费不足，一开始条件比较简

陋。但宋占玲依然坚持每周六

上午都到学校给学生上课。“有

10 年 时 间， 每 个月只 给 老 师

120 元补贴，但我们依然坚持

下来了。”

2007 年，在学校和三位老

师的争取下，由美术教研组开

发的“美术基础造型项目”争

取了到长沙市芙蓉区学校特色

项 目 经 费 20000 元， 到 2017

年这笔经费已经涨到了 50000

元。经费多了，在坚持对美术

特长班的学生实行零收费的同

时，奖励也更多了。“只要在

各级各类美术比赛中想使用的

颜料，都可以到美术老师这里

借用，画纸统一领取。”宋占

玲介绍，“获奖的同学都给予

适当的物质奖励，2017 年就奖

励了 300 多人次。”

自编教材，带学生领略汉文化之美

代文化传承的角度进行美术研

究性学习活动。”美术教研组

组长杨香玲回忆说，当时为了

弄清各自负责的专题，每个人

都看了厚厚一摞资料，“每个领

域的资料都看得差不多了”。

除了学习书本知识，三位

老师还经常带学生到湖南省博

物馆去参观，在近距离接触文

物中探索汉文化中所蕴含的美

术元素，认识各类代表性文物

特点，具备简单的艺术鉴赏和

对文物的功能性分析理解的能

力，提高美术欣赏水平。“我们

学生去博物馆，都是带着答题

卡去的。”宋占玲介绍，“我们

会在答题卡上列好问题，学生

们根据自己的观察来作答，还

会让他们把纹路画下来。”

最近几年，她们还会在暑

假之前在初一初二选出六七

十名学生，带领他们到铜官

窑博物馆参观，了解长沙窑

的发展史。同时还会将他们

提前设计好的图画画在素胚

上烧制出来。

培育十年，桃李芬芳

■声音

了《汉风美韵》的学习，以地域特

色和博物馆资源的漆器、浮雕汉

文化为切入点，借助校本课程研

究美术学科拓展的平台，让更多

学生有机会学习传统与经典内涵，

从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真正

把传统与经典融入学习融入生活，

在学习中提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

通的不太一样，一般的是两个龙，

我这个上面有三个龙，觉得很有

趣。花了一上午做了这一件。” 

很多学生上了《汉风美韵》

校本课程后，都会说类似这样

的一句话 ：“我第一次知道，我

们的学校位于被世界注视过的

地方。”《汉风 美韵》校本课 程，

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窗，一览中

华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之美。

还有一名叫陈火炬的学生

也让宋占玲难忘。陈火炬当时

家庭十分困难，父母都在外打

工，之前从未上过美术培训班，

但在特长班里他十分勤奋刻苦，

进步也很快。“当时我们了解到

他家里的情况，反映到学校减

免了他的伙食费和学费。”

后来因为有美 术 基础，陈

火炬成功考取中南大学建筑系，

还作为优秀典型被邀请回学校

做中考动员。

 2017 年底，《汉风美韵》在

湖南省初中优秀校本课程评选

活动中获得一等奖。

如今，该校以美术特色为切

入点打造的汉文化艺术已成为

学校闻名遐迩的文化品牌。

同学们画得津津有味，感受陶艺之美。

陈湘颖向记者展示她的作品。 
                             摄影 吴迪

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喜欢《汉风美韵》课程，三位老师（左
起 杨香玲 宋占玲 姚轶）感到很欣慰。

扫一扫，
为创新教学点赞

自编教材，培育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