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艺术教育发展

年度报告

教 务 处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11

河海大学 2014 年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艺术教育是高等院校全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集中

体现。艺术教育不仅能培养人的艺术修养，使人学会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还能培

养人的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创造力。最重要的是，艺术教育能引领学

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深厚的民族情感，因而对品格的塑

造与情感的教育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河海大学历来高度重视大学生艺术教育，积极开展艺术教育工作，采取有力措施，

在艺术课程建设、教育实践建设、条件保障、教学效果、艺术教育特色等方面取得了一

些成效。现将我校 2014 年艺术教育发展情况公布如下。

一、艺术教学课程建设

学校重视艺术教育，注重艺术教学课程设置的科学化、系统化，合理设置艺术课程。

为加强艺术课程建设，学校立足自身优质教学资源，在全校范围内通过线上和线下、校

内和校外聘请老师等多种方式开设了多门艺术课程，2014 年度开设的艺术课程有：电

影艺术通论、合唱艺术、景观美学、明式家具欣赏、素描、舞蹈鉴赏、舞蹈艺术与文化、

中国审美文化史、中外美术史及作品赏析、珠宝鉴赏与珠宝文化。

河海大学艺术类课程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 学分 课程性质 归口单位

1 电影艺术通论 1 普通公选课 四校（南师）

2 合唱艺术 1 普通公选课 学生处

3 景观美学 2 普通公选课 土木院

4 美术鉴赏 2 网络公选课 网络通识课

5 明式家具欣赏 0.5 网络公选课 土木院

6 书法鉴赏 2 网络公选课 网络通识课

7 书法艺术 1 普通公选课 四校（南师）

8 素描 1 普通公选课 学生处

9 团体操艺术表演 1 普通公选课 体育系



12

10 舞蹈鉴赏 1 普通公选课 四校（南航）

11 舞蹈艺术与文化 1 普通公选课 学生处

12 音乐鉴赏 2 网络公选课 网络通识课

13 影片赏析 0.5 网络公选课 公管院

14 影视鉴赏 1 普通公选课 公管院

15 中国审美文化史 1 网络公选课 土木院

16 中外美术史及作品赏析 1 普通公选课 四校（南航）

17 珠宝鉴赏与珠宝文化 1 普通公选课 地学院

18 基础音乐理论 1 普通公选课 学生处

19 基础造型设计 1 普通公选课 学生处

二、艺术教育实践建设

1、加强艺术实践建设，大力组织开展艺术活动

（1） 加强大学生艺术团和艺术类社团建设

在课外艺术教育工作中，学校以“欣赏高雅、提升素养、展示才华”为宗旨，注重

内涵建设，统筹协调发展。艺术团现有团员 434 人，下设合唱团、舞蹈团、民乐团、西

洋乐团、话剧团、主持人队、礼仪队、电声乐队及理事会。为极大程度加强艺术团的教

学力量，除了 4位专职艺术指导老师以外，学校还专门聘请了 18 位校外指导教师，共

同指导艺术团的训练与发展。

学校以“打造精品社团”为工作思路，以“办品牌活动”为宗旨，以“创新创意”

为发展方向，鼓励艺术类学生社团出新出彩。2014 年，我校艺术类社团数量达到 27 个，

如交谊舞社、街舞社、广播剧社、相声社、动漫社、电影协会等。此类社团定期进行艺

术培训，开展文艺类活动，日常训练达 50 场次，覆盖人数约为 1000 人次，为艺术建设

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为打造社团品牌文化活动、丰富艺术教育实践内容，我校还

专门举我校还专门举办了“河海大学综艺大舞台”系列活动，全年举行了 14 期综艺大

舞台活动，其中文艺演出共计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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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力组织开展艺术活动

为加强艺术教育实践建设，在全校范围内打造艺术氛围，学校着力在“高雅艺术进

校园”、“校园文化艺术节”、“社团巡礼月”、“艺术团专场汇报演出”方面打造品

牌艺术活动。搭建学生参与艺术、感受艺术、展示艺术的舞台，营造多样、繁荣、向上、

活泼的校园文化艺术氛围，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艺术素养。

2014 年，学校成功举办 3 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邀请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南京

工业大学交响乐团、南京一中交响乐团等高水平乐团来我校开展演出，使全校师生近距

离接触高雅艺术，感受艺术文化的魅力。学校还承办了由江苏新闻广播主办的《舌战金

陵》第四季之“我是辩手”总决赛。

为传播各类优秀文化，我校每年于 5—11 月期间举行“校园文化艺术节”。该项活

动是我校传统艺术教育工作品牌项目，至今已经举办 26 届。在文化艺术节举办期间，

共组织开展校园十佳歌手大赛、“若水之星”模特大赛、舞蹈大赛、配音大赛、心理剧

表演大赛等 20 余项文化艺术活动，参与各项活动人数高达 8000 余人。校园文化艺术节

为广大同学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和艺术才华展示的平台，各领域能人艺人都可在此活动

中尽情展示魅力，共同打造河海校园靓丽文化。

为加强校园社团文化建设，展示各类社团风采。学校举行了以“锦簇百团，流光溢

彩”为主题的第十二届社团巡礼月，举办了相声大会、吉他音乐会、摇滚音乐会、拉丁

舞表演秀、社团巡礼月开幕式露天表演等文艺演出。

艺术团作为校园文化艺术的表现者，全年在校内举行器乐类、语言类、歌唱类专场

演出 3场，分别是“巴洛克对话国乐”专场音乐会、话剧专场和“新年好”新年晚会。

“艺术团专场汇报演出”已成为校园艺术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此外 2010 级毕业生高迪、高阳还成功举办了个人毕业演唱会及个人独唱音乐会。

2、艺术教育工作硕果累累

2014 年是我校艺术教育工作突飞猛进、硕果累累的一年。我校在江苏省第四届大

学生艺术展演中取得佳绩：《A小调协奏曲第一乐章》、《以美求真，以美向善——艺

术教育于立德树人的独特价值研究》分别获得器乐展演、艺术教育论文类特等奖，填补

了学校在此项比赛从未获得特等奖的空白；舞蹈展演作品《大河，我们不能失去的梦》

获得一等奖；书法篆刻展作品《寻隐者不遇》获得一等奖，《江雪》、《醉翁亭记》获

得三等奖；声乐展演作品《向往西藏》、《Ave Virgo》获得二等奖；戏剧展演作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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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在》获得二等奖；摄影展作品《炫》、《残阳》获得二等奖，《细缝重生》获得

三等奖。其中，舞蹈展演和戏剧展演获奖作品均获大赛的优秀创作奖。此外，我校获江

苏省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校长杯”优秀组织奖，吴红、魏家琛、高阳、徐欣宁

4位老师获得优秀指导老师奖。

在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常州市委主办的“常州历史文化故事”主题插画征

集大赛，我校选送的作品《芙蓉仙子•汤国公大战双龙》获得特等奖，《一代红妆陈圆

圆》获得一等奖。在常州市“心怀中国梦 传承民族魂——青年学子送秋白”活动中，

舞蹈《怒放的生命》荣获了优秀表演奖。

此外，在 2014 年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期间，我校轮滑社、蓝藻街舞社、

ET 舞团等艺术类社团参加奥运村的欢迎晚会表演和《快乐的青春》节目演出，精彩的

表演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运动员的赞扬。此外，学校还以开展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和“志

愿服务活动进社区”活动为契机，把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街舞、民族舞、魔术表演等

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送到百姓的家门口，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自己喜爱的文化

大餐，深受群众的欢迎。

三、艺术教育保障体系建设

1、艺术教育专项经费投入

目前，我校艺术团建设经费每年合计有 50 万元,其中校本部 40 万，常州校区 10 万。

主要用于乐器、演出服装的购置、聘请校外教师指导费用、举办各类艺术展演费用和参

加校外各类比赛费用。本年度学校安排经费 40 万元，专门购置了三角钢琴、立式钢琴、

定音鼓、低音提琴、大提琴、中胡等艺术团排练设备。

2、艺术教育设施设备完善

目前我校清凉山校区、江宁校区和常州校区均有固定场所用于艺术教育和艺术活

动，其中校本部有河海会堂、舞厅、排练厅和多功能厅，江宁校区有大学生文体中心，

文体中心设有学术报告厅、剧场、多功能厅、排练厅和舞蹈房，常州校区有礼堂、艺术

体操房、多功能厅、音乐欣赏室、报告厅、学生艺术活动室。学校艺术教育设施、设备

配置较为完善，多数场所配有灯光、音响、话筒、排练镜、投影仪等多媒体设备，可满

足各个规模的文艺演出、音乐欣赏、联欢会等艺术活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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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艺术教育和艺术活动部分场馆统计表

校区 名称
面积

（㎡）
用途 设备配置

校本

部

舞厅 350
举办小型文艺演出、联欢

会
灯光、音响、电视

排练厅 150 艺术活动排练 地板、排练镜

多功能活动厅

2个
450 举办小型活动、学生联谊 灯光、音响

河海会堂 举办大型文艺演出等 灯光、音响

江宁

校区

学术报告厅 350
举办讲座、辩论赛、演讲

赛等文化艺术活动
灯光、音响

多功能厅 755
举行文艺表演、晚会、知

识竞赛等艺术活动
灯光、音响

排练厅 1 205
舞蹈、空手道等训练，晚

会彩排

排练厅 2 208 体操、健美操、形体训练

排练厅 3 160 健身

文体中心 正在建设中 包括剧场、训练馆等

常州

校区

礼堂 1778 举办中小型活动 灯光、音响

学生艺术活动

室（团委二楼）
300 学生艺术团体活动

艺术体操房（标

准）
152 体操、健美操、形体训练

艺术体操房（活

动室 1）
68 体操、健美操、形体训练

艺术体操房（活

动室 3）
171 体操、健美操、形体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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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厅 400 举办中小型活动 灯光、音响

音乐欣赏室 84 音乐欣赏 音响

报告厅 297
举办讲座、辩论赛、演讲

赛等文化艺术活动
灯光、音响

3、加强线上平台建设与信息化管理

大学生艺术团、艺术类社团已经建立微信、微博公共主页等新媒体信息发布平台，

加强了线上宣传与交流互动，校团委网站、微信、微博平台也会定期发布艺术教育、艺

术活动方面的信息，为广大学子提供更多艺术文化信息。

四、艺术教育教学创新建设

1、依托平台优势，打造创新品牌

我校以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为依托，借助基地平台，凝聚优质教育资源，

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融合，加强学校人文素质教育，培养道德品质风尚。让学生

在知识体系的学习中积淀升华，在知行合一的历练中教化养成，在文化艺术和谐的氛围

里诗意栖居。

在加强教育教学资源和人才智力资源的优化、整合和共享过程中，基地始终坚持领

导小组轮值制和秘书长单位负责制制度，不断落实校际间资源共享的合作措施，修订完

善教师跨校开课、承认教学工作量和学生跨校选课、互认学分等系列支持鼓励政策，从

制度上保证了四校深度合作的实效性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常态化。2014 年，四校

基地轮值交接仪式于 5月在南京医科大学胜利召开，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内容丰富，

质量极佳，为四校的学生带来了一次终生难忘的艺术教育经历。在第一课堂方面，基地

充分利用四校文理工医的优质资源，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四校教学名师在

校际间互动开设讲堂，人文与学术并举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并且积极邀请各方文化素质

的专家学者开展各类讲座，先后开展讲座 11 场，参与人数达 2191 人次。

在文体活动方面，河海大学依托基地开展博雅剧场观影活动，向全校学生推荐和放

映世界优质影片。影片的选择以“传播优质文化，提升人文素质”为宗旨，向全校学生

放映优质影片，并结合时事热点与特定节日气氛，特别放映相关影片，加深学生对文化

的理解与时事的感悟。影片由本校电影爱好者推荐及筛选，并由其担任本期剧场推荐人，

向大家介绍影片、分享自己的感想并进行观影后互动。本年度博雅剧场共放映影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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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参与人数达 1560 人次，既提供了一个交流与互动的平台，也在丰富大学生活的同

时提升了生活品位与人文素养。

2、孕育文化情节，发展特色教育

我校是一所以水利为特色的高校，在开展校园文化艺术教育工作中，我们把水文化

教育纳入文化艺术教育，作为重要内容，采取有力措施，运用多种形式，广泛深入的在

广大学生中开展水文化教育，在全校营造了良好的水文化氛围。有利的促进了校园文化

艺术教育。在水文化教育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充分利用水文化资源培育人、塑造人、提

升人的精神境界，有助于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审

美情趣，树立“奉献、求实、负责”的水利精神，为人水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校还开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本科，主要培养具备艺术学、汉语言文学、新闻学、

传播学等方面的知识，熟悉国家新闻宣传政策及法规，具有广播电视节目播音主持和新

闻采编及策划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该专业专职教师 6人，兼职教师 10 人，其中具高级

职称者 4人，其余为中级职称。2014 年共招生 35 人。在读本科生在 2014 年齐越节中

获两项优秀奖。

3、大学生健美操队享誉世界

河海大学健美操队组建于 2003 年 9 月，历经 11 年，由最初 7人的团体发展到今天

的一支实力较强、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健美操队伍，在全国健美操竞标赛和冠军赛上

屡获佳绩。

2014 年度获奖情况如下：

·2014 年 11 月 CSARA 年中国大学生健美操锦标赛大学高水平自选

A组男子三人操 亚军

·2014 年 11 月 CSARA 年中国大学生健美操锦标赛大学高水平自选

A组男子五人操 季军

·2014 年 7 月全国健美操联赛成年组有氧舞蹈 冠军

·2014 年 12 月全国健美操冠军赛成年组精英组女子三人操 第四名

·2014 年 12 月第二届中国（南京）啦啦操公开赛开组集体花球 亚军

艺术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我校结合自身学科特点，将艺术教育教

学融入到专业特色中，进行科学教育，加强人文精神建设，取得了一定阶段的成绩。与



18

此同时，我们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公共艺术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统筹规划，

加强艺术教育教学的团队建设，全面提高文化素质与精神面貌，塑造学生独立自由的人

格形象，提升美学鉴赏与创造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