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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就是内容。” 郭田表示，

说到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切形式

其实都是要为内容表达服务的，但

是由于舞蹈艺术本身的特殊性，内

容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每次都在叙

述一件事， 舞蹈创作很多时候，尤

其是诗意的作品，叙述的是一种情

绪、情感，是通过丰富的形式感来

呈现的，而非讲故事。 所以内容和

形式的关系， 不能简单的一概而

论。它有大作品、小作品；选材是情

节性的作品还是情感性的作品之

分。因此，在舞蹈中，形式和内容都

重要。

“舞蹈很多时候是生活的节

奏化，是语言不能完全表达的情况

下产生的。 ” 郭田表示，要想创作

出优秀的舞蹈，就需要广泛的接触

各种类型的既有的成果， 包括民

间、古典等等。 只有掌握了丰富的

素材，视野、想法所能提取的元素

才会多样。 具体可以为：

首先，实实在在的生活，实实

在在的关注身边的一切， 你的同

事、你的孩子、你的学生。

第二， 增加生活的敏感度，不

要做到对很多事情熟视无睹，正如

好的作家能做到人人眼中有，人人

笔下无。 敏感、好奇和思考必须要

保持。

第三， 增加音乐和文学的修

养。 要多关注其他艺术， 比方：戏

剧、歌剧、美术，增加修养，敏感度

才会提升。

第四， 看看有质量的动画片。

高质量的动画片，从创意、意义包

括它对人性的捕捉、动态和音乐的

关系，都非常到位。 孩子们通过看

动画片，能够认识到生动的形象和

基本道理，而大人则能从中感知到

哲理。

第五，从事舞蹈培训的老师要

常年坚持实践创作，别怕失败。 俗

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原创

的实践中应有意识地将当地、区域

性的、 符号性的元素带进作品中。

只有拥有不同性， 才能有独特性，

要有自己的见解独到，才能形成最

后的成功的个性的表达。

只要坚持原创、 多做原创、努

力原创，相信会离那个又好、又美

的作品不远。 本报记者 孙维娜

北京舞蹈学院舞蹈考级院院长郭田：

坚持原创 培训机构才有原动力

近日，由北京舞蹈学院“桃李芬芳” 全国青少年舞

蹈艺术节组委会主办， 北京舞蹈学院考级院“桃李芬

芳” 全国青少年舞蹈艺术节贵州组委会承办的 2018

全国青少年舞蹈艺术展演暨博鳌国际舞蹈艺术节贵州

站在贵阳开幕。在开幕式上，北京舞蹈学院舞蹈考级院

院长郭田分享了他关于美、 关于舞蹈培训等各方面的

理解和思考。

素质教育 也要经历阵痛

“舞蹈培训是对孩子意志品

质的培养，适当的经过疼痛付出的

努力是必须的。 ”北京舞蹈学院舞

蹈考级院院长郭田认为， 当下，不

能因为提倡素质教育，就认为什么

都是玩的就能拿到很好的成绩。在

他看来这个理解是错的。

只有付出才能成功，只有经过

努力， 才能达到你所追求的目的。

在舞蹈当中，如果韧带不开，不经

历百次千次的练习，没有无数次的

踢腿和科学的训练，是不能达到一

个会唱歌的、会美的身体。 因为舞

蹈是用肢体来表达情感， 塑造形

象。 所以对肢体的协调、流畅是硬

指标，是需要的。 当然作为普及教

育和职业教育有区分。可能对于职

业教育而言， 对肢体的要求会更

高，但是普通教育对节奏、对音乐

内涵等等也是会有相对的深刻的

了解的。

舞蹈是对孩子意志品质的培

养，与体育相似。当然我们提倡：科

学、有效、安全的训练；而不是一种

盲目的，不尊重孩子生理年龄和心

理年龄的违规的训练。

坚持原创 培训机构才能生存

“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误区，

以为大人的舞蹈小孩跳就是少儿

舞蹈，其实不是。 ” 郭田认为，少儿

舞蹈的定义应该是以孩子的视觉

看世界，体现的是孩子的情感和孩

子的趣味。 当然每一个年龄段，孩

子表现出的对世界的认知是不同

的。

孩子的舞蹈创作一定与他的

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挂钩，一个好

的少儿舞蹈作品，从选材、构思、结

构、表达都一定是“对味” 的，一定

是根据这个年龄，最合适、最恰当

的表达。

一个好的作品应该是： 生动、

形象、有趣、充分体现了孩子的情

感世界、充分体现了孩子的视觉，

对社会的感知。

原创的意义在于带给机构所

有的老师提升和要求，逼着他们对

身边的孩子进行仔细的观察、注意

他们的好恶。 一支队伍拥有了原

创的能力，那么这支队伍就具有了

心脏和发动机，这个机构就会有源

源不断的好的作品让孩子舞蹈。

之所以鼓励原创，是因为原创

是对一个机构品质和是否有竞争

力的体现。什么样的作品能够进入

到“桃李芬芳” 的平台？ 应该是符

合青少年视觉趣味、体现他们的情

感、世界的一种看法，这样的作品

就是好作品，就能进入这个平台。

好的舞蹈 到底该如何编创

贵阳培文学校 国庆作业很特别

“社会面面观”（我看高铁霸

座男）、论诚信、打扫卫生、为家人

做饭、物理实验并录制视频······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贵阳

培文学校给孩子们布置的作业可

谓是不走寻常路。 或动手动脑、或

感悟人生哲理、或与家人互动增进

感情，虽是作业，却在素质教育的

道路上，走出了新的足迹。

综合作业包括电池两节、灯泡

1 个、开关 1 个、电流表一个、若干

导线、 康铜 0.2、 镍铬 0.2、 镍铬

0.4，长度不同、材质不同，设计不

同的滑动变阻器的接法，发现小灯

泡的亮度也不尽相同。拍摄视频的

同学得出结论：电阻大小与导体长

度有关。导体越长，电阻越大；电阻

大小与导体材料有关，还与导体的

横截面积有关。

“谢谢禹璎芷带来的实验视

频，画面很唯美，还专门设计了黑

色背景很用心，很喜欢泡泡的这个

动画设计， 真的文字配图很漂亮。

感觉视频速度有点快，我有点跟不

上节奏，要是说在期待什么，若能

有本人配音和实验数据就更完美

了。 ”收到了孩子们制作实验的视

频，老师欣慰地逐一点评。

自己动手做实验， 并剪辑视

频。 孩子们对这次作业的看法是：

通过对实验的细致操

作， 对知识的理解更

加深刻， 也得到了很

好的巩固； 对物理的

兴趣更加地浓厚，学

习物理的自信提高

了； 视频剪辑出来以

后很有成就感， 在这

个过程中也认识到自

己存在的问题。

旨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熟练

实验，在拍视频过程中提升表达能

力。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落实“绿

色高分数” 的办学理念，九年级物

理教师陈梅老师布置了以 “聚焦

学科核心素养， 促进学生深度学

习” 为主题的国庆假期作业。 从孩

子们的成果来看，这次作业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除了物理实验外， 学校还以

“我看高铁霸座男” 为由头，请孩

子们进行“社会面面观” 的讨论。

究竟在黄金周、 假期这样客流量

大，人满为患的特殊时期，社会公

德是不是就可以降低？ 何为诚信、

关于诚信的故事、 关于诚信的格

言、 不诚信的表现、 特殊时期的

“不诚信” 以及如何弘扬诚信美德

等等，都在国庆假期里请同学们习

得与思考。

当然了，国庆黄金周除了外出

游玩、适当的作业外，与家庭团聚，

增进亲子感情也是必不可少的。为

此，学校想出了：为爸爸妈妈做顿

饭、擦桌子、拖地、收拾屋子等等在

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分担家务，体会

父母养育自己照顾家庭的不易。

素质教育是一种以提高受教

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

式。 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

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

理健康教育。在贵阳培文丰富有趣

的国庆假期“作业” 中，记者看到

了素质教育的模样。

实习记者 邓丽娜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教育资讯

为提升美术教师的专业知识和艺

术修养， 更新教学理念推进课堂转型，

日前，一堂以“文化浸润·以美育人” 为

主题的美术教学巡展在南明区尚义路

小学举行。作为南明区培养的美术学科

名教师，贵州小学学段唯一的特级教师

潘彬多年来致力于一线课堂的教学研

究，为将自己的教学主张“因地制宜做

好贵州美育” 辐射开去，为一线教师开

放自己的课堂，通过实际教学和老师们

对话，帮助一线美术教师成长。

此次教学巡展课堂上，尚义路小学

的 45名学生“零距离” 接触、感受多彩

贵州非遗文化的魅力，让 200 余名老师

在观摩教学中相互切磋经验，共同研讨

交流，促进美术教育教学的健康发展。

据悉，潘彬老师所成立的工作室在

四年时间帮扶贵阳市 5 个区域，12 所

学校 26名成员，成果丰厚，充分发挥名

师引领辐射作用。 赵松

美术名教师

向同行传经验

日前，贵阳市教育局、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联合举行学校食品安全工作

会，确保学校师生食品安全。

会议要求，各级教育和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要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意识，紧

盯配餐食品安全，严格审核配餐公司资

质，完善签收留样制度，制定有效应急

处置预案，强化信息报送，加大督促检

查力度， 有效防控食品安全问题发生，

确保师生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下一步，将全面开展学校食堂隐患

排查，在学校自查的基础上，以各类学

校、幼儿园食堂，特别是以参加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学校食堂

为重点， 对所有学校食堂进行全面排

查。 同时对学校及周边 500米范围内食

品经营企业逐户进行执法检查，全面核

查食品经营者主体证照、 经营条件，坚

决取缔查处无证无照食品经营户。 对学

校食堂及其周边食品经营者的食品销

售、加工区域，以及食品和原料库房进

行全面检查，认真清查过期食品、腐败

变质食品、标签标识不规范食品，以及

召回、下架退市食品。 本报记者 谢孟航

多部门联合行动

保学校食品安全

10月 8日，头桥学区“少先队辅导

员岗位技能比赛” 在贵阳市环西小学

举行。学区各兄弟学校二十余名辅导员

老师参加比赛。

据悉，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提高

头桥学区少先队辅导员综合素质，加快

少先队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比赛一

开场共分为基础知识、专业技术技能展

示、演讲、少先队活动案例四个环节，全

面考察了少先队辅导员的理论功底、专

业素养和工作能力。

经过激烈角逐和评委老师评分，环

西小学中队辅导员张伟、毓秀路小学大

队辅导员谭梅荣获一等奖，海文小学中

队辅导员陈炤、新建小学大队辅导员燕

璟、双语实小大队辅导员鲍迪获得二等

奖，其余选手则荣获三等奖。

本报记者 谢孟航

少先队辅导员

比拼岗位技能

给父母做饭

做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