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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艺术教育发展报告 

 

学校艺术教育学科门类齐全，机构设置合理，依托专业学院，充

分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实施朋辈教育，力争提高学生受益面，形成了

专业艺术教育与公共艺术教育相长的局面，彰显了师范大学特色。 

一、艺术类专业设置 

学校共有 10个艺术类本科专业，其中，音乐学、舞蹈学等 3 个

专业分布在音乐学院，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等 7 个专业分布在美术

学院。 

二、艺术类公共课开设 

以音乐学院等专业学院和机构为主力，13个学院和单位面向全

校本科生，开设 40门（128门次）“人文与艺术”模块公共选修课

程，课程内容涵盖音乐、舞蹈、美术、文学、戏剧、影视等各艺术领

域；2015年秋季,以翻转课堂方式在三个校区开设《艺术与审美》课

程。 

三、第二课堂开设情况 

邀请王受之、许钦松等艺术各界名家举行 6 场艺术类讲座；学生

举办音乐会、书画展、摄影大赛等 13次。学校积极支持学生学生国

家级、省级艺术类竞赛，获奖成果累累。 

2007年开始探索的具有师范大学特色的“朋辈教育”艺术体育

实践模式，通过多年经验积累，以音乐学院、美术学院、体育科学学

院等专业学生指导非专业学生进行艺术体育实践活动，再通过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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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程，培养一批非专业骨干学生，带动更多非专业学生开展以第

二课堂为主的艺术体育实践活动，已形成“专业化”带动、“课程化”

规范、“大众化”普及的长效机制。 

表 1  艺术类专业设置 

学院 专业(代码) 

音乐学院 

音乐学（130202） 

舞蹈学（130205） 

音乐表演（130201） 

美术学院 

美术学（130401） 

视觉传达设计（130502） 

环境设计（130503） 

服装与服饰设计（130505） 

产品设计（130504） 

工业设计（080205） 

数字媒体艺术（130508） 

 

表 2  “人文与艺术”模块公共选修课程 

开课单位 课程名称 

音乐学院 中国流行音乐文化 

音乐学院 中国竹笛演奏基础与作品赏析 

音乐学院 歌曲美学概论 

艺术教育中心 电影鉴赏 

艺术教育中心 佛教美术 

艺术教育中心 视觉图形创意 

艺术教育中心 水彩静物技法 

艺术教育中心 外国美术鉴赏 

艺术教育中心 艺术与创新 

艺术教育中心 影视剧本创作概论 

艺术教育中心 中国电影史 

艺术教育中心 中国美术作品鉴赏 

艺术教育中心 艺术与审美 

学生工作部 合唱艺术与实践 

网络教育学院 简笔画 

网络教育学院 西方交响音乐欣赏 

网络教育学院 形象与形体训练 

网络教育学院 书法 

网络教育学院 旅游文学作品选读 

网络教育学院 交际礼仪 

网络教育学院 教育电影与教育小说 

网络教育学院 珠宝玉石美学鉴赏与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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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现代英美戏剧 

团委 合唱艺术与实践 

团委 舞蹈艺术实践 

团委 舞台艺术实践 

团委 舞台艺术实践（二）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观赏 

美术学院 设计大师与设计名作鉴赏 

美术学院 设计历史与文化 

美术学院 艺术中的女性 

历史文化学院 岭南民间文化 

历史文化学院 岭南民族历史与文化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摄影技艺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中华经典朗诵艺术入门 

教务处 古琴（上）（含演奏） 

化学与环境学院 基础集邮学 

城市文化学院 西方古典音乐文化 

城市文化学院 书法与生活 

城市文化学院 漫画素描技法 

城市文化学院 西方古典音乐文化 

城市文化学院 汉字与服饰、饮食文化 

 

表 3 艺术类讲座 

时间 主题 主讲人 

2015年12

月 18日 

“诗道情性”与唐宋笛

乐审美范畴确立 

王晓俊（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中青年

学术带头人”） 

2015年12

月 19日 

如何挑选，保养，调准

一支笛子 

李德华，著名制笛师 

2015年12

月 19日 

竹笛大师课 王键，江苏省竹笛学会会长，国家一级演员 

2016年 4

月 12日 
设计与人文 

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 教授，美国南加州

建筑学院 教授，洛杉矶南加州大学 教授，

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院长王受之 

2016年 4

月 27日 
中国摄影 30年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副院长杨小彦 

2016年 5

月 5日 

迹化山川——许钦松

的山水写生之路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主席许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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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艺术活动 

 

 

表 5  艺术奖项 

时间 奖项 获奖人 

2015年  “红棉奖”珠宝首饰设计大赛金奖 1名，银

奖 6名，铜奖二十余名 

美术学院师生 

2015年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岭南舞团选送

群舞的群舞《喊瑶山》获得第十届中国舞蹈“荷

花奖“民族民间舞展演“十佳作品荣誉称号”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舞蹈系岭南舞团选送群

舞 

2015年 “2015 第二届全国阮咸艺术展演”，音乐学

院阮族乐团获职业重奏组金奖； 

2014级学生张颖获职业青年组金奖 

音乐学院阮族乐团获职

业重奏组金奖； 

2014级学生张颖获职业

青年组金奖 

2015年 2015国际大学生微电影盛典纪实类大奖。 2011级学生欧阳丹妮 

2015年 华南师范大学创业学院举办的“彩绘青春 创 学生周任、白雪梅等设计

2015年 9

月 18日 

华南师范大学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音乐

会 

2015年 9

月 27-29日 

 “梦.开始的地方”——“联通欢乐夜”华南师范大学 2015 年迎新生文艺

晚会 

2015年 10

月 13日 

共青团中央青年文化巡演第一季“走进广东”—“华南师范大学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话剧专场《英雄 24小时》 

2015年 12

月 3-5日 

2015年全国高等院校舞蹈教育论坛 

2015年 12

月-8日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携《戴你唱歌》走进华师  

2015年 12

月 11日  

“舞动华师 梦想启航”华南师范大学 2015年校园舞蹈大赛 

2015年 12

月 

第十届广东大中专学生校园文体艺术节活动 

2015年 12

月 20日 

“妙竹嘉音”漫花城之孙明浩、张光伟竹笛音乐会 

2015年 12

月 22日 

2016民族乐团新年音乐会 

2015年 12

月 31日 

华南师范大学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 

2016年 4

月 26日  

华南师范大学 2016 年校园主持人大赛决赛 

2016年 5

月 5日 

201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 暨“一带一路”主题作品、文化援疆重点剧目《生

命如歌》 

2016年 6

月 16日 

华南师范大学 2016 年校园歌手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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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未来”众创空间主题设计大赛荣获二等奖 作品《轻设计 简办公》 

2015年 《如果云知道》入选 2015中国（厦门）漆画

展 

2012级本科毛泽文 

2015年 《触·蓝色》2015中国（厦门）漆画展优秀

奖（收藏提名，最高奖） 

2012级研究生肖山 

2015年 《墙·印》入选广东省第四届漆画作品展 2012级研究生肖山 

2015年 东＋西大学生国际海报双年展入围奖 学生吴林珍 

2015年 “羊年羊城原地实寄封”邮票设计大赛 学生冯小莲 

2015年 第二届中国青年油画作品展 2013级研究生罗涛 油画

《自拍系列九》 

2015年 9月 北京包豪斯文化艺术院、包豪斯国际设计协会

举办的首届学院派奖全国艺术与设计大展获

环境空间类入选奖 3项 

学生刘梦婕、李倚武、吴

凌 

2015年 10月 希腊 Kalamata 国际合唱比赛分别获女声组、

宗教组、民谣组组别金奖 

华南师范大学合唱团 

2015年 10月 西班牙 Calella 国际合唱比赛分别获女声组、

宗教组、民谣组组别金奖 

华南师范大学合唱团 

2015年 11月 群舞《彩虹桥》参加广东省第十届校园文化艺

术节校园舞蹈大赛第一赛区三等奖 

华南师范大学校艺术团

舞蹈团 

2015年 11月 作品《哦，女人》、《军中女郎》第十届“金钟

奖”声乐比赛金奖 

音乐学院音乐表演系青

年教师张学樑 

2015年 11月 第五届广州国际灯光节《创意灯光作品大赛》

荣获高校组一等奖（最高奖项） 

学生戴安琪、周任、白雪

梅等创作作品《放飞梦

想》 

2015年 11月 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优秀奖 学生杨绍辉等 3人 

2015年 11月 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优秀奖 学生高煜新等 3人 

2015年 11月 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优秀奖 学生张剑超等 2人 

2015年 11月 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优秀奖 学生潘茂祥等 3人 

2015年 11月 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佳作奖 学生沙景豪 

2015年 11月 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佳作奖 学生苏晓澜 

2015年 11月 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佳作奖 学生施雅茜 

2015年 11月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二等奖 2013级研究生古桑多吉 

2015年 12月 参加第六届香港国际钢琴邀请赛获中国赛区

青年组一等奖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王佳慧 

2015年 12月 参加第十二届“德艺双馨”中国赛区比赛琵琶

专业组金奖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杨琳 

2016年 3月 群舞《瑶鼓谣》参加广东省第三届舞蹈大赛获

二等奖 

华南师范大学校艺术团

舞蹈团 

2016年 4月 2016年亚洲音乐大赛中国赛区夺得美声专业

组第二名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2014级研究生周凡 

2016年 5月 美国奥德西国际钢琴比赛中国赛区决赛荣获

德彪西公开组银奖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范瑾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