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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 2014 年度艺术教育发展报告

艺术教育是美育和素质教育的核心，其根本任务是提高学生的审

美和人文素养，使之全面发展并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和国家。兰州大学

历来重视艺术教育，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2014 年，

兰州大学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

实教育规划纲要，根据《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

见》的文件精神，在艺术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现将相关情况公布如下：

一、艺术课程建设

2014 年，艺术学院面向全校开设了 4门艺术类任选课,包括《西

方音乐史 》（54学时），《中国民族交响乐讲座》（54学时）,《音

乐欣赏》（54学时）和《古典音乐欣赏(网络共享课)》（36 学时），

选课学生共 420 人。

我校按规定选用国家审定通过的音乐、艺术设计教材，按照课程

标准和教材内容进行教学。2014 年，针对艺术专业方向的专业建设

和课程建设，艺术学院成立了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小组，根据学生

发展需求，同时广泛征求教师及学生意见，完成了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的修订。学院同时全方位地开展了艺术教学研讨活动，较好地实现了

课程标准规定的教育目标。

二、艺术教师配备

学校现有专职艺术教师 51 人，其中美术与设计教师 20 人，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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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 31人。教师中有教授 2 人，副教授 8人，讲师 29人；有博士学

位的教师 4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 2人。学校多数艺术教师有

在维也纳国立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乌克兰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白

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密歇根大学美术学院、俄罗斯赫尔岑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外著

名艺术院校攻读学位或进修学习的经历。艺术学院还聘有国内外客座

教授 16人。

为进一步推进艺术教育，学校为大学生艺术团、大学生话剧团等

艺术类团体和社团活动，以及全国大学生艺术类赛事聘任指导老师。

近年来，师资力量和艺术活动指导不断加强。

三、艺术教育管理

学校不断加强艺术教育管理，以此提高艺术教育质量。对于艺术

课程，艺术学院进行了教学大纲制定，制定了教学计划。在教学效果

上严格把关，保证艺术课程有计划、有秩序的展开。为了发展学校艺

术教育特色，艺术学院还成立了学生合唱艺术团、室内乐乐队，艺术

书画社，同时积极组织推荐学生参加省内外各类艺术大赛和演出活

动。艺术学院制定了教师服务于校园文化的相关制度，规定音乐专业

教师每年必须组织一场面对学校的师生音乐会，美术与设计专业教师

必须举办至少一场面对全校的艺术作品展。

此外，大学生艺术团、话剧团和各类艺术类社团，以及“高雅

艺术进校园”等艺术文化活动由学校团委牵头负责管理协调和指导。

萃英大讲坛、萃英青年讲坛、百年兰大名家讲坛、新生文艺汇演、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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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晚会等由学院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共同举办，协同管理。

四、艺术教育经费投入和设施设备

2014 年，学校在艺术类专业的设备投入总共 1,006,324 元，其

中“985”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投入 287,500 元，中央高校修

购专项经费 617,122 元，兰州大学本科生教学实习实践经费 101,702

元；先后购置了数控立体雕刻机、半自动锁线机、胸章机、移动工作

站、图形工作站、3D打印机、3D 扫描仪、多架进口三角钢琴及进口

立式钢琴，充实了 3D打印实验室、印刷实验室及音乐专业基本设备。

2014 年，学校划拨本科生教学实习实践经费 10万元，进一步充实了

学院各类展演活动。

五、艺术类本科生课外艺术活动

课外艺术活动是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 年，艺术学院举

办了丰富多彩的课外艺术教育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学院长期

以来重视学生课堂教学与专业比赛的结合，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国际、

国内的各类大型比赛，以此为契机，开阔学生视野，提升学生专业技

能和综合素养，达到全面育人的教育目标。

（一）以艺术展演促进学生审美能力、实践能力的不断加强

2014 年 5月 8日，艺术学院 2014 届音乐学硕士研究生举办毕业

音乐会，以他们对艺术的执着，对老师的感恩，对母校的留恋，经过

精心准备，在离校之际，为全校师生奉上精彩的音乐会。

2014 年 5月 27 日，艺术学院学生合唱团“乐之韵”室内乐合唱

音乐会在本部学生活动中心礼堂精彩上演。演出中，合唱团成员们在



4

老师的倾情指挥下，用心理解作品、演绎作品，把一首首歌曲的意境、

旋律展示在观众的脑海中，美妙的和声以及生动活泼的表演极具艺术

表现力和感染力，深深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赢得观众一次次热

烈的掌声。

2014 年 6月 6日，艺术学院 2014 届音乐表演专业毕业生“扬帆

启航”主题毕业音乐会在榆中校区艺术学院音乐厅举行。来自校内外

的 500 多名观众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

2014 年 6月 11 日，艺术学院无伴奏混声合唱团室内乐音乐会在

榆中校区闻韶楼音乐厅上演。来自不同学院的数百名同学观看了演

出。本场音乐会分无伴奏混声作品和钢琴伴奏作品两部分。曲目以欧

美经典的合唱作品以及中国民歌改编的经典合唱作品为主，其间穿插

部分流行歌曲的展示。当天，还举办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

学术报告会暨刘桂珍教授师生音乐会。艺术学院教师、本科生、研究

生及慕名而来的社会有关人士近 400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2014 年 6月 24 日，为展现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学习风采和学

习成果，艺术学院特举办“2011-2012 级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作品

汇报展”。展览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2014 年 6 月 26 日，在喜迎建党 93 周年之际，为丰富广大师生

校园文化生活，扩大高雅艺术在校园的影响力，艺术学院为全校师生

献上“艺术学院史文婷教学实践师生音乐会”。

2014 年 6月 16 至 19 日，艺术学院 2011 级学生王国辉、孙文军

“翰墨素语”个人书画作品展在榆中校区艺术楼一楼美术馆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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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4 日，由艺术学院主办的“寻梦年华”——兰州大

学艺术学院 2014 届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作品展在兰州创意产业园开

幕。我校 2010 级艺术设计专业 99名毕业生的 200 多件作品参展。参

展作品从创意到表现，较全面地体现了毕业生的设计能力及综合创作

水平。

2014 年 12 月 10 日，艺术学院 2011 级音乐表演班同学将为全校

师生倾情奉上“艺术学院 2011 级音乐表演班甘肃省歌舞剧院实习汇

报音乐会”。

2014 年 12 月 3 日晚，艺术学院“艺起来”2014 年迎新晚会在榆

中校区闻韶楼音乐厅举行。

2014 年 12 月 16 日，为进一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提升教师

教育教学水平，搭建师生交流平台，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研究室特

举办“设计进行时”视觉传达设计研究室第二届教学成果展。

2014 年 12 月 10 日晚，艺术学院 2011 级学生实习汇报音乐会在

艺术学院闻韶楼音乐厅举行。

2014 年 12 月 23 日，“兰州大学艺术学院与兰州第十四中学管

弦乐队举办 2015 新年音乐会”在兰州大学校本部学生活动中心礼堂

举行。我校及兰州市第十四中学部分领导，包括艺术学院全体师生在

内的广大师生参加了签约仪式并观看演出。各类艺术展演活动的举

办，不仅向全校师生展示了艺术学生合唱团的风采，同时也为推进高

雅艺术的普及、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以多种类的赛事活动充实学生的课外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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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月 19 日，由甘肃省教育厅和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甘肃赛区组委会主办的全国大广赛甘肃赛区校园巡讲活动在兰州大

学飞云楼报告厅隆重举行。飞云楼报告厅座无虚席、掌声不断，来自

省内 15所高校共 600 多师生聆听了嘉宾的精彩演讲。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博导金定海教授，中国传媒大学 MBA 学院王

雪野副院长，大广赛组委会策划部部长张春燕女士作了精彩演讲，省

内多所高校美术及艺术设计学院负责人出席了活动。

2014 年 6月 3日，由艺术学院承办的“中国好声音（第三季）”

兰州大学站海选赛在榆中校区闻韶楼进行。来自我校艺术学院、经济

学院、管理学院及西北民族大学的众多选手参加了比赛。

2014 年 10 月 21 日，由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甘肃省首届连

环画、插图作品展评审工作会议在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召开。来自甘肃

省美术家协会、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的相关

专家参加了评审工作。本次展览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全省各大院校、文

艺团体、艺术协会、社会组织的包括文学、科普、商业连环画及插图

在内的作品 500 多幅，创作题材、风格、手法、材料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较全面地反映了我省综合画种的发展水平。经过专家仔细讨论，

最终推选出了 40 位作者的 200 幅作品参加甘肃省首届连环画、插图

艺术作品展。本次活动的举办，进一步促进了我省连环画、插画艺术

发展，增强综合画种的学术交流，繁荣连环画、插图艺术的创作。

（三）以多途径的艺术交流及专家讲座促进学生艺术素养的提升

2014 年 1 月 6 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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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导师周星教授来我校访问，并做《新媒体时代嘈杂文化现象透视》

的学术报告。

2014 年 6月 20 日，甘肃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分院副

院长、总规划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李永妮来校为学院师生举办了

题为《景观设计的主要流程》学术讲座。

2014 年 7 月 2 日，清华大学杨冬江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

计分会副会长姜峰先生在本部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为我校艺术学院

师生作了题为“设计人生，梦想成长”的职业生涯规划讲座。本次讲

座作为“2014 中国西部室内设计文化节”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帮助学生探索兴趣爱好，定位职业取向，树立正确的职业生涯规

划观念，明确人生理想，及早确立自己的职业目标，并在大学学习过

程中很好地管理自己的学习生活。

2014 年 9月 23 日，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我国男中音歌唱家赵登

营先生做客我校“萃英大讲坛”，做了题为《中外艺术歌曲赏析》的

学术讲座。兰州大学师生和来自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兰州

城市学院、天水师范学院的师生代表共 400 多人聆听了赵登营的精彩

演讲。

2014 年 9 月 30 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郑曙旸教授做客“萃英大讲坛”，

做了题为《设计文化与艺术修养》的学术讲座。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师

生和来自兰州商学院、兰州理工大学等院校的众多师生聆听了讲座。

2014 年 10 月 21 日，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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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山东

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李晓峰教授，在榆中校区闻韶楼音乐厅作了题为

《千秋风雅——中国文人音乐杂谈》的讲座。

2014 年 11 月 4 日，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陈文明教授访问兰州

大学并在榆中校区闻韶楼音乐厅作了题为《线条的舞蹈》的学术讲座。

2014 年 11 月 11 日，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尹沧海先生访问兰州大学，并在榆中校区艺术学院美术馆作了

题为《中国画的创作技法》的学术讲座。

2014 年 11 月 10 日，著名画家、原新疆自治区书画院院长，中

国西部山水画研究会会长、中国西部画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毛雪

峰先生在榆中校区闻韶楼为艺术学院师生做了专业学术讲座。

2014 年 12 月，“‘西域风情’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师生创作作品

赴美巡回展”在美国俄亥俄州曾斯维尔市中心北美艺术文化协会美术

馆隆重举行。此次展览展示了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师生的七十余幅作

品。内容包括油画、国画、水彩、平面设计等多个种类。比较集中地

反映了艺术学院教学和实践的阶段性成果。展出大部分作品专注于西

部中国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与生活，以传统华夏文化为依托，以“丝绸

之路”的风土人情为 主题，生动地表现了西部地区的自然景观和人

文风貌。市长葛里格·亚当斯夫妇、玛斯金格姆郡基金会执行长布莱

恩·瓦格纳、基金会特别项目主席大卫·米策尔、北美艺术文化协会

学术项目主席孙焱教授出席了展览开幕及剪彩仪式。当地艺术团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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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出席了盛会。《时代纪实报》对画展进行

了全程采访，对来自丝绸之路的重点大学艺术学院的师生艺术杰作给

与了高度评价。英文媒体《世界日报》、《杰弗逊日报》等媒体也以

图文并茂的形式专题报道了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师生创作作品赴美巡

回展览的新闻。在展览过程中，观众对作品中所描绘的古代丝绸之路

丰富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兰州大学的艺术教育国际化表示赞

赏。市长亚当斯表示，“这个展览为东南俄亥俄州的多元文化增添了

绚丽的色彩，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精湛的艺术技艺，能够感

受到丝绸之路丰富的文化传统”。他希望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师生以本

次巡展为起点，进一步推进与俄州人民及艺术家们的交流与合作。本

次展览为时一年，还将在莱斯大学画廊、卡邵克顿美术博物馆等多地

展出，活动的主旨在于为艺术学院师生搭建一个国际化平台，以展示

美术、绘画和设计创作作品为载体，以表现丝绸之路的敦煌艺术、西

部风情为创作源泉，激励广大师生创作出一批弘扬华夏文明，反映西

部人文内涵的独树一帜的艺术作品，同时为广大师生在更广阔的领域

进行学术交流奠定基础。

通过“请进来、走出去”，我校广大师生在领略众多艺术家的风

采，享受艺术盛宴的同时，也提升了艺术素养。

（四） 以多形式的课外艺术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

2014 年 6 月 5 日，艺术学院“创市纪——兰州第四届大学生创

意市集”活动举办，来自兰州大学、兰州商学院、甘肃联合大学等在

兰高校的同学们，将自己原创设计、手工制作的创意产品，在“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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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上进行展卖。十五个摊位各具特色，新奇、时尚、精美的手工

制品吸引了许多路人驻足观看和购买。这些手工原创作品包含着同学

们对大学生活的感悟，也承载着他们艺术想象力的实物表现。小小的

摊位也有一本生意经，考验着同学们的市场判断力和创业能力。

2014 年 10 月 27 日，为激发同学们的专业学习热情，推广手绘

在设计中的运用，提升手绘表现的艺术性，同时为广大设计专业师生

及业余爱好者提供交流、展示与切磋的平台，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艺

术学院特举办“笔墨传校园”手绘艺术设计作品交流展。

2014 年 11 月，艺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在榆中县夏官营小学成

立“乡村少年宫”爱心支教基地,开设绘画、书法、手工制作、电子

琴、竖笛、舞蹈等兴趣特长班。同学们坚持“用艺术点亮生命，用关

爱温暖人心”的服务宗旨，不断壮大支教队伍规模，改进授课形式和

内容。

六、校园文化艺术环境

学校新建了艺术中心音乐大剧院并投入使用，容纳近千人，可供

阶段性的音乐演出活动举办。学校近年来，重视艺术活动教育的全员

覆盖，精品引领，为提高校园文化活动的质量和效果不懈努力。

（一）凝练和培育精品校园文化，提升活动的层次与水平

积极支持、引导各学院、各类学生组织结合自身特色挖掘、提升

品牌活动的内涵。2014 年，启动了“首届啦啦操大赛”，举办了“唱

响青春中国梦”2014 年全国校园好声音网络大赛西北赛区决赛。我

校参赛队伍夺得西北赛区的冠军，成功晋级全国高校 16强，并将于



11

2015 年 3 月赴上海参加全国总决赛。同时，新起点·新征程基本技

能大赛、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十大魅力宿舍”评选、大学生话剧节、

“至善杯”人文知识竞赛、“走近哲学”活动、“神笔杯”大学生书

画大赛、模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深受学生喜爱的精品校园文化活动

举办多年，其作为校园文化活动的引领者，满足了学生健康成长的需

要，有力地提升了校园文化活动的层次和水平。

（二）加大校园文化活动开展力度，实现全员全周末覆盖

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高学生参与效果”为目标，大力开展

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校园文化活动。开展了“继往开来谱新篇”兰州大

学教职工文艺汇演、校工会合唱团汇报演出、“我的校园﹒我的家”

主题摄影大赛等。此外，联合各学院举办各类学生活动 400 余项，包

括大学生话剧演出、“秋宵吟”短剧大赛、“亘塬下”诗歌诵读大赛、

迎新晚会、新生文艺汇演、毕业生晚会、“我的青春动起来”——“走

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活动，以及新生篮球赛、趣味运动会、

研究生足球联赛等。这些活动以其趣味性高、视觉冲击力强，赢得了

学生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参与，实现了全员全周末覆盖。

七、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公示制度

为了提高学生参加各类健康、有益的艺术比赛及展演，艺术学院

建立了完整的艺术辅导及学生获奖评价体系，并将此项工作与艺术学

院将实习实践工作相结合，作为本科教学的常规工作来抓。

2014 年，学校进一步推动了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体制机制改革，

充分发挥为文化艺术活动的功能。一是制定《兰州大学关于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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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生校园文化活动质量的实施方案》、《兰州大学本科生第二课堂

综合素质提升测评办法》，不断提升校园文化活动的质量和育人效果。

二是加大对校园文化活动的需求调研，准确掌握学生的成长需要，制

定年度校园文化活动开展规划，提高校园文化活动的效果。三是建立

校园文化活动的定期公布制度，按月公布校园文化活动，建立校园文

化活动开展情况进度表，每月设置不同的活动主题，定期将校园文化

活动开展情况通过有效的方式传递给学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

趣、爱好和需要，有选择的参加各类校园文化活动。

我校自 2013 年开始，艺术学院开始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自觉接受广大师生和全社会监督。此外，我校还建立了教学顾问听课

督导、校院两级领导听课、专家和同行教学点评、教学事故责任追究、

学生评教、教学技能竞赛、隆基教育教学奖励等制度和措施。

八、相关获奖情况

2014 年，我校学生在各类专业大赛及展演中频频获奖。本科生主

要获奖情况如下：

张翾、于振端在中国音乐家协会手风琴学会举办的 2014 深圳“霍

纳杯”全国手风琴锦标赛中获得“自由低音手风琴独奏 A 组”一等奖、

青年 B 组一等奖及演奏家组一等奖；张翾在第 32届中国-哈尔滨之夏

音乐会国际手风琴比赛中获得成人 A组一等奖；贾雯珺、王楠、牛欣

雨分别在“中国西部音乐表演赛”中获一等奖；刘文洁、孟莉、陈茹

茹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获得全国优秀奖一项、获得甘肃

赛区获得一等奖一项；刘辉斌、张潘潘、张磊等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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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艺术大赛甘肃赛区二等奖；高亢、马向东、姚张堡、曹翰等获得

甘肃赛区三等奖；韦珊在第六届“青春风采”中国下一代艺术人才展

示活动中获得一等奖，薛涵今获得二等奖，并在第九届“海洲杯”甘

肃省校园艺术大赛获得二等奖；牛欣雨在第九届海洲杯甘肃省校园艺

术大赛中获一等奖，叶胜获得二等奖；韦珊、邢誉文、谭骊在“公益

中国”青少年电视艺术新星暨关爱留守儿童全国爱心义演展播活动中

获得甘肃赛区青年组琵琶专业一等奖；石垚、谢海潮获得二等奖；黄

晨、张育豪、张圆圆在第 12届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中分别

获得全国优秀奖；朱斯斯在“青春风采”大赛中获一等奖，孙婷获二

等奖；朱斯斯获得“青春中国青少年才艺大赛”一等奖；刘瑶、杨翼

宁获得 2014“美丽甘肃一城一品第十届青春中国-甘肃青少年才艺大

赛”总决赛钢琴组二等奖；陈涛、牛欣雨、胡静、贾生胜获得“甘肃

省第三届声乐大赛”二等奖，宋铁楠、赵敏讷分别获三等奖；杨宇、

王颖获得“第十届青春中国”省级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