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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重要性  
作者: 杰森. 欧勒 

 
当今, 学生们做网页设计的时候, 会常常把录象.图像和动画嵌做为他们的表现形式. 
所以, 艺术也就迅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重心! 
 
身为一个教育者, 这样的一个转变尤其重要, 包含了很多的启示. 这些启示不仅是对
于社区资源的流通, 更在于网页的产生. 它要求学生用艺术去思考与沟通. 艺术的时
代已经来临! 过去以文字为中心, 现在艺术思考已成为一项不可缺少的能力. 因此, 
我们必须帮助学生去学习这种技能. 进入数码时代, 艺术技能的掌握, 不仅熏陶人的
心灵, 也是人类文化的资本. 艺术的技能也影响到未来的工作. 正如艾利特.埃斯勒所
说: “ 能够融入一个社会的文化领域, 也就能够更好的把握一个社会的就业市场.”  
 
几年前, 我曾见过一个十年级的孩子在电脑前努力地为他的语言课做一份报告. 他的
问题不在技术层面, 而在于如何设计出一份有艺术感的报告. 他希望做出完美的报告,
但没有人教他. 所以说他虽然知道怎样使用电脑, 但却对艺术设计知之甚少.  
 
这个案例不是单一事件. 不同年级, 不同孩子都有这样的问题. 他们的期末报告都在
艺术的表达上有问题. 在过去的时代, 我们在被训练写作时, 不需要附上图画, 更不需
要附上声音和电影. 而现在十年级的学生做报告多数要用录象带, 配以音像. 这些多
媒体的手段都尚未列入教学大纲. 也就是说, 艺术的语言很重要, 但是社会还未使孩
子们适应这一趋势. 
 
多媒体的传播, 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体现在如下两个因素: 
第一,高科技的使用已经很便宜, 也很容易. 
第二, 在过去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文字语言.而今，因为网络传播和多媒体的使用，
因特网已经国际化，网络间的交流也不再局限于文字, 更多的是用图案沟通. 
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 使得艺术对于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不单是主修艺术的学生, 
就算是对非艺术类的学生也显得重要起来. 
过去我们一直希望所有的纳税人都认识到艺术的重要性, 但还是不能被大众所重视. 
其中主要原因我们可以把它归为三类.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艺术的重要性分为三种: 

1. 改善我们的表达. 艺术提供了另一种表达方式, 拓展了学生表达的能力. 所以, 
它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的把他们的潜力发挥出来, 并且可以用艺术与人沟通. 

2. 它可以提高认知的能力和态度的改善. 过去的研究曾发现, 当孩子接受艺术的
教育, 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字词的使用也有改善. 毕竟艺术需要分析和评估. 所
以他们的阅读, 理解和分析的能力也会提高. 另外, 艺术也加强了学生的学习
动机, 使得他们更知道如何去学习. 

3. 对于其他文化的认识和自我成长.  现有的艺术, 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化的差
异和相同.  艺术的贡献就是对于自我和社区有更好的认知和理解的态度. 艺
术也加强了我们对人性有更广和更深的了解, 同时也促进自我的成长. 这个成
长有许多方面, 如绘画, 自我认识和团队的精神. 尽管这些原因很明显, 社会大



众仍不认为艺术有那么重要. 因此, 艺术在作为一个教学项目时, 在预算不足
时往往会第一个被砍掉. 美国的一般大众认为阅读, 写作和数学很重要, 但是
艺术也是应该列为第四的. 如果我们现在不重视艺术, 将来就会有许多问题. 
现在多媒体工具和因特网的广泛使用带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也错失了许多的
机会. 我们是不是应该担心呢? 

 
现在就让我们来讨论这些容易错失的机会:  
1. 数位的间隔. 理论上来说, 作为第四科技艺术的技巧已经成为一条通用的途径
进入人们的工作和学习; 但是, 多媒体工具的使用又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不是
广泛的大众都可以有能力和金钱来购买这些工具. 只有少数有钱人可以真正
有这种优势.  

2. 艺术会变得很繁琐.  做网页需要许多细节, 就象过去用文字的使用, 现在也要
用艺术的枝尾末节去创造. 所以, 艺术会变得很琐碎. 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 
我是在讨论艺术还是担心多媒体工具的使用所造成的界限? 是商业艺术还是
传统的艺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始终存在的. 如今的高科
技时代, 既然美丽的诗歌可以和电脑的使用手册同时并举, 为什么毕加索和
POWERPOINT不能同时在艺术的领域里共存呢? 

3. 艺术作为广告的使用. 以艺术为中心的表达, 有更大的弱点. 当学生用艺术去
表达的话, 就好象是广告一样, 而且会操纵我们情绪. 所以, 我们要记得两件重
要的事情:  
第一, 虽然多媒体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工具, 但是,它无法取代人的天赋眼光. 因
此, 如果你要超越这种断章取义的表达, 学生还是需要依靠老师的智慧和知识. 
所以, 在这里我们需要有深远的眼光. 
第二, 我们也不用担心文字的未来.  虽然, 艺术和设计会挑战文字, 但我们不
用担心它是否会消失. 因为文字仍然是沟通最重要的工具. 
对于即将来临的艺术的时代, 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 
这里是我的一些建议: 
 
1. 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艺术.过去, 在人们的印象中当个艺术家就意味着
贫穷, 在情绪上有问题, 也不能被社会所了解和承认.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艺术,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而不是放在特殊的位置上. 我建议教育者们都尽量把 
“ TROJAN HORSE” 这个软件包引入他们的艺术的项目中. 并且, 把它融入正
常的学校课程中去. 
 
我们要让艺术成为学校的重要课程. 从商业的领导, 决策者, 一直到教师,队伍
学生家长都应该重视艺术的重要性. 重新给艺术更名.  
 
2. 聘请更多的艺术方面的教师. 因为将来的社会将会从文字为中心改变为以
多媒体为中心的环境. 老师会发现不知如何教育学生. 因此, 我们要培训这方
面的师资. 现在最重要的也是压力最大的就是尽量开发电脑图画设计, 演示的
能力. 一旦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和运用如何将声音, 图象, 音乐及动画有效的



结合起来, 让现代科技来支持我们的艺术活动; 那么艺术也将成为融合过去
和新的多媒体的基础. 
 
3. 师资的培养, 过去多要求在阅读, 写作和数学方面. 现在, 艺术也应成为要求
之一. 
4. 成立一个艺术日或艺术周. 就象我们有写作日, 数学日. 我们也可以模仿这
些来展示艺术. 
 

对艺术的倡导 
 
多年以前, 人们对什么是教育第四项属性的问题很难回答. 现在, 通过一些网
络调查显示, 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和产品开发者都已经认识到其重要性. 我之所
以称艺术为第四属性, 是因为其他三种教育(阅读, 写作和数学) 只是强调和推
动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表达. 在多媒体的世界, 我们常听到一些工作也要
求他们的员工具备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团队精神和艺术的能力. 
 
除此之外, 掌握艺术的能力和技巧也融入了真实的工作中去. 有些专门的工作, 
如网页设计、音乐制作、舞蹈设计、图像创作、图形设计及其他艺术类创

作。艺术成为了一种专业。正如许多在教育领域的变化一样，因特网不仅带

来了媒体和传播方式的革命，更带来了文化艺术的变革。因此我们必须帮助

和教育孩子们来接受未来的挑战。将来，欠缺艺术修养就会等同于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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