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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期末的临近，孩子们期
待的暑假也即将到来。您是带孩
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缓解
下一学期紧绷着的神经，还是趁
着假期，继续给孩子“充电”呢？
不如带上孩子，来一场寓教于乐
的海上非遗研学之旅，与孩子一
起寻找童年的美好时光吧！
这个暑假，海西晨报联合华
天 艺 道 推 出 浯 屿 岛·海 上 田
园——
—非遗探索之旅，在亚热带
的海岛上展开探索之旅的同时，
于海上邂 逅国 家非 物 质文 化遗
产——
—苗族蜡染。这些即将消失
吃；
在太师府前驻足，府前碑上的
的文化却恰恰是我们老祖宗流传 “公元一九二三年，浙江北中山
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更是学校
深泊至浯屿岛……”仿佛在诉说
教育无法涉及的领域。
着自己的故事。落日余晖之下，
海
岸边正在维修中的渔船、伫立的
LMN&O,P
门机、
锈迹斑斑的建筑，这些正是
本次的研学之旅落地在距离
闽南渔村最好的印记。
厦门岛六海里的浯屿岛。习惯了
而高尔夫、网球、踢毽子、滚
厦门岛的喧嚣繁华后，来感受下
铁环等陆上运动项目在海上平台
浯屿岛的朴实好客，也是亲子之
体验起来，
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间一种难得的体验。
Q,RSTUVWX
海鸥划过天际，遥望对岸的
大担岛、
二担岛，还有解放军驻扎
最好的学习在路上。我们把
的青屿，欣赏着这里与厦门不一
创意与灵感融入本次研学之旅的
样的海岛风情。漫步在渔村的小
每一个亲子时光，苗族蜡染、古法
道间，
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在天
造纸、
竹藤编、
扎染等创意手工课
妃宫旁的菜市场买些炸菜团子、 程，将带你感受我国传统艺术与
炸里脊肉、炸五香等当地特色小
科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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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非遗教室里，一块块质
朴的蓝色麻布，印着古老的纹样，
素雅的风韵给人以清新雅致的魅
力。在现场老师的指导下，
借助手
中的道具，一撇、一点、一抹，一块
白布便有了不一样的“灵魂”。这
样的手把手体验活动，让孩子们
不仅对其纹样有了一定的了解，
也逐步认识了蜡染的过程，而亲
手扎染的体验也让孩子们的印象
中有了属于自己的非遗印记。
这个暑假带上孩子来一场海
上非遗之旅，探究这些珍贵文化
遗产的前世今生。让非物质文化
遗产引领孩子走进中华文化博大
精深的艺术殿堂，寓教于乐，带领
孩子一同发现生活之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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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这个缤纷世界前，每个小朋友
都是一张空白的画纸，一点色
彩，就能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与创
造力！6月 17日，
斯玛特教育集
团创始人、总裁武志在厦门日航
酒店举行了艺术教育大型讲座，
分享如何保护孩子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讲座吸引了 300余位家
长。

要在平时的生活中注意引导孩
讲座现场，武志与家长们分
子想象，引导想象同时，还应该
享了想象力对孩子的重要性，并
建议从儿童早期实施美术教育。 有针对性地进行通感训练。通感
训练不仅能应用在文学写作中，
通过美术教育，让孩子不断积累
在绘画中也同样适用。将视觉、
造型经验，刺激观察力和想象
听觉、触觉、嗅觉等各种感觉沟
力，引发潜在的能力，最终成为
通起来，借联想引起感觉转移，
一位具有创造力的人。
父母不
对于如何保护孩子的想象 “以感觉画感觉”。此外，
仅要给孩子讲故事，还要让孩子
力和创造力，武志也对家长提供
给父母讲故事，这样，孩子的想
有建设性的方法。他建议，家长

象力便会爆发。父母还可以带着
孩子进行角色扮演，帮助孩子更
好地开发感情、
了解世界。
斯玛特教育集团成立于
2002年，为 2-12岁儿童提供专
业艺术教育，目前在全国拥有斯
玛 特 儿 童 美 术 中 心 500余 家 。
2016年引进厦门，目前已有厦
禾校区和中航紫金校区 2个校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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