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矿业大学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2014 年度） 

  大学是文化传承基地，艺术教育是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

加强高校艺术教育工作，对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提高大学生综

合文化修养具有重要意义，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中国矿业大学-这所始建于在 1909 年，曾经历经 14 次搬迁、

12 次易名的百年名校，虽历经坎坷曲折，但却始终薪火相传。她的

历史就是中国煤炭高等教育的写照，更是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饱受

屈辱走向国泰民安、繁荣富强的历史。百余年来，学校在发展的历程

中不断形成着并积淀了深厚的、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艺术底蕴。百余

年来，学校在前进的道路上始终弦歌不辍，华章璀璨，留下一串串印

记了理想和信念的音符。矿业大学的百年历程，始终有艺术相随相伴，

矿大人曾经书写了、并正在谱写着一曲曲青春的乐章。 

艺术的生命在于其可以被传承并发扬，艺术教育活跃了大学校园

文化氛围、丰富了大学校园文化内涵、提升了大学校园文化品位、树

立了大学校园文化品牌。中国矿业大学历来十分重视学校艺术教育，

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2014 年，学校继续按

照《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13 号）

及《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   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教体艺

【2014】1号）的要求，开展艺术教育工作，取得了新的进步和成绩。

现将我校 2014 年艺术教育发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高度重视艺术教育工作，组织机构健全，有保障机制和制度。 

   学校领导十分重视艺术教育工作，明确学校的公共艺术教育承

担机构为：艺术与设计学院、校团委美育中心、体育学院和文法学院，

并分别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分管教学的副校长领导全校艺

术教育工作。特别是作为一所具有典型行业特色的高校，更应当承担

起艺术教育的重要使命和责任，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

上应有的作用和功能。艺术教育则是开展人文教育、提高学生人文素

养的最有效途径，学校领导把做好艺术教育工作作为提高学生人文素



养和综合素质的有效方法。学校在艺术教育方面坚持应用教育与人文

教育相互融合，培养具有扎实技能和良好综合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学

校以课堂教学与团学活动的方式积极开展艺术教学，将艺术教育与专

业教育全面结合，充分发挥艺术教育的育人功能。教务处通过加强艺

术教育公选课管理和教学管理，团委通过加强学生文艺活动和相关文

艺社团管理，确保了我校艺术教育活动的顺利和健康开展。目前，我

校已基本形成融课堂教学、课外艺术社团活动和校园文化三位一体的

艺术教育发展机制。 

   学校通过校团委美育中心、艺术学院、文法学院等公共艺术教

育机构加强课程建设、组建文艺社团、开展文艺活动等，确保了学校

艺术教育活动的高质量开展，艺术教育效果较好。学校主要通过两条

途径开展工作：一是设置艺术类选修课程，系统性地进行课堂教学；

二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艺术活动，全面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 

二、专业艺术课程与选修课程互融，取得良好效果。 

     学校开设的艺术教育课程能够严格遵循学校教学管理制

度，严格控制教学大纲制定、教材征订、教学进度、教学督导等关键

环节，保证了艺术教育课程的高质量、有计划开展。学校严格按照国

家规定，加强艺术课程建设，开齐开足艺术课程，并将艺术课程作为

限定性选修课程，纳入教学计划，计入学生的基本学分，抓好课堂教

学主渠道。学校开设了丰富的通识教育任选课供学生选择性学习，《音

乐鉴赏》、《戏剧鉴赏》、《《弟子规》与幸福人生》、《影视节目

编辑制作》、《美学概论》、《戏曲鉴赏》、《影视鉴赏》、《中外

音乐作品欣赏》、《演讲与主持技法》、《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概览》、

《通俗唱法》、《外国经典电影赏析》、《影视欣赏与文化比较》、

《女子形体训练与舞蹈》、《影视分析与动漫欣赏》、《西方经典音

乐欣赏》、《京剧音乐介绍》、《娱乐体育学》、《西藏风貌与藏文

化》、《美学概论》、《影视欣赏与文化比较》、《舞蹈鉴赏》、《中

国现代著名作家、作品研究》、《摄影艺术》等几十门艺术选修课程，

涉及文学、音乐、美术、体育、哲学、生活等多个领域，大大拓展了

学生选择的空间，这些选修课程让学生在学习当中接受艺术的熏陶，



为艺术人生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除艺术类公共选修课外，艺术

学院、文法学院还开设了丰富的艺术专业课程和艺术专业选修课程，

将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互为依托，大众艺术教育与专业艺术教育互

补，共同构建出良好的艺术教育生态。《素描》、《色彩》、《字体

设计》、《图形创意》、《中外美术史》、《艺术概论》、《民族民

间音乐概论》、《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史》、《形体舞蹈》等

近百门专业课、其中实践课和专业选修课开设序列编排合理，开设课

时量饱满，教学效果好。 

    学校地处徐州，对徐州地区传统的两汉文化及地方文化也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教师努力开发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艺术课程，

如《徐州历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等艺术教育选修课或

专业选修课，受到了大学生的广泛欢迎。 

  三、学校建设艺术教育教师队伍，努力发展教学研究。 

学校不断加强艺术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力度，提高艺术教师队伍的

数量和质量。目前，艺术与设计学院有艺术设计、工业设计、音乐三

个系和设计教学、实验教学两个中心，有设计艺术学、美术学 2个学

术型硕士点和艺术硕士、美术和工业设计工程硕士 3 个专业学位硕士

点，有环境艺术设计、工业设计、音乐学 3 个本科专业。学院现有教

职工 68 人，专任教师 56人，其中教授 8 名，副教授 16 名,博士 8 名，

在读博士 12名，硕士学位 41 名。另学校团委、文教学院等部门尚有

一批从事艺术教育的专兼职教师。此外，为进一步加强地方传统文化

艺术的传承与培养，学校还通过多种途径，专门聘请社会文化艺术团

体专业人士担任学校兼职艺术教师。 

   我校艺术专业教师作品曾获国家级金奖一项，国家级和省部级

奖多项，有多名教师作品参加包括全国美展在内的国内、国际重大展

览；共出版专著二十多部，在一级刊物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一百多

篇；现已建成江苏省特色专业一门，获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多项，

获校级优秀教学成果、优秀课程和优秀教学质量奖三十余项，并承担

包括国家级科研项目在内的各项科研课题多项。学生作品连续多年获

得各项奖励二百余项，形成了学生培养的特色与品牌。 



学校高度重视并推进同国内外高水平院校、企事业单位的交流与

合作，建立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新模式，通过互动培养、联合教学、

作品交流、联合设计等方式培养创新人才，增强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

先后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澳大利亚国立斯威

本科技大学、英国曼彻斯特都会大学、美国爱达荷大学等国外著名高

校的艺术或设计学院建立了办学合作关系，聘请了国内外知名学者为

兼职教授，开展了联合课程教学、师资互访、学术交流等多层次的国

际交流合作项目。 

   四、推广艺术品牌活动，形成具有特色的校园文化风景。 

我校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我校校园文化

建设，系统推进校园文化培育工程，探索建立阶梯式优秀校园文化成

果的长效孵化机制，着力打造了一批富有特色、影响广泛的校园文化

成果，促进大学校园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形成了“和谐校园，阳光心

灵 ”主题教育活动、青春矿大 年度学生（团队）评选活动、镜湖大

讲堂、校大学生管乐团专场音乐会、校园十佳歌手大赛、五月诗会、

元旦跨年晚会等一系列校园文化品牌活动。 

中国矿业大学建设校园文化新高地“镜湖大讲堂”，邀请校内外学

者开设讲座。镜湖大讲堂旨在使大学生“读万卷书”、“听百家言”，

以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和思想道德水平。通过开设不同系列，如大学

生修身系列、古典文学系列、体育文化系类等，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

专家做讲座。镜湖大讲堂今年共举办讲座 20 余场，聆听师生累计超

过 2 万余人次。我校邀请著名诗人、书画家、作曲家汪国真、知名畅

销作家、中国作协、浙江省作协会员、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理事、网

易公司游戏主策划管平潮等多位著名艺术家通过镜湖大讲堂，弘扬了

学术文化，进一步提升了办学品位，树立了矿大文化品牌，让学生领

略了大师的魅力。中国矿业大学大学生管乐团是一支具有新时代气息

的学生业余团体，乐队始建于 1920 年，重建于 1983 年，是中国矿业

大学一支重要的文艺代表队。每年承担校运会仪仗，五四升旗仪式、

国庆升旗仪式，成人宣誓仪式、新生阅兵仪式等活动，一直致力于丰

富校园文化生活，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弘扬严肃高雅音乐，始终活跃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0711.htm


在校内外文艺舞台上。今年 6月份为全校师生举办了专场音乐会，乐

团以饱满的热情及对音乐的热爱，为古老而又年轻的校园谱写出一曲

曲动人的篇章。“青春矿大”人物评选活动连续开展六年来，评选和

表彰了一大批在努力学习、投身公益、创新创业、实践锻炼、自强不

息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典型人物和团队，在全体师生中产生了强烈

的反响，成为全体青年努力学习的榜样和赶超的标杆，对于我校的学

风建设和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校内外产生

了良好的效果。2014 年该活动依旧开展的如火如荼，形成了榜样示

范效果。 

这些校园文化品牌活动是我校引领全体团员青年进一步深入践行

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载体，是我校团结凝聚青年学生，全面深入地推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机制，是我校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学生

弘扬校训精神，改善我校学风，构建和谐校园的具体体现，是繁荣校

园文化，打造我院品牌文化活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五、举办大学生文化艺术节，参加全国及省级各项艺术比赛，艺术

活动丰富多样。 

我校从 2014 年 3 月下旬至 6月上旬举办了主题为“凝聚矿大情·放

飞中国梦”大学生文化艺术节。此次文化艺术节主要活动安排分为“青

春正能量·色彩伴我行”书画、艺术设计作品展出月活动月、“中国

梦·爱国情·成才志”文学、诗歌、微电影创作月活动月、“汇聚文

艺心·绽放舞台梦” 文艺节目演出月活动月及“毕业季·未来梦”

迎接校庆日、毕业生欢送月活动，共计举办活动 50 余项。其中包含

“水墨绘中华 篆刻梦华夏”书法、绘画、篆刻、手工艺品大赛、“余

音绕梁”2014 校园声乐器乐大赛、“矿大之影”微电影征集大赛暨

2014 微电影节、“印象矿大”摄影大赛、摄影展“致青春”大学生

情景剧暨团支部风采展示大赛、校园十佳歌手大赛、广播剧社年度大

型话剧《恋爱的犀牛》等多项精彩活动，共吸引了全校万余名学生参

加了各项活动，在大学生文化艺术节期间，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对

于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娱乐广大同学具体极大的意义和无可替代的作



用。有效地整合了校园文化资源，提升了校园文化的质量，加深了校

园文化的底蕴，起到了导向性、示范性的作用。 

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是江苏省教育厅举办的全省性大学生

文化艺术比赛，每两年举办一届，是全省目前规格最高、规模最大、

影响最广的大学生文化艺术盛会。2014 年省级艺术展演活动以“我

的中国梦”为主题，旨在提高大学生的审美修养和人文素养、建设“向

真、向上、向善、向美”的校园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培

养高校学生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校选送的参赛节目和作品共

荣获 47 个奖项， 我校副校长宋学锋创作的书法作品《唐诗三首》获

得“校长风采奖”，并将参加由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

展演活动校长书画摄影作品展。学校师生创作的节目和作品获得本届

艺术展演活动艺术作品类甲组（非专业组）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4 项、

三等奖 9项，乙组（专业组）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7项；获得艺术表

演类甲组（非专业组）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乙组（专业组）二

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获得微电影甲组（非专业组）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5项、三等奖 8 项。我校一贯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发

挥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育人功能，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活动助力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自 2013 年 10 月接到江苏省教育厅下

发的比赛通知后，校团委根据本届艺术展演活动的指导思想、主题和

具体工作要求，成立活动组织领导机构，并结合学校 2014 年大学生

文化艺术节制定活动实施方案进行校内选拔。参赛师生积极组织筹备，

精心创作排练，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基础弱等困难，在本届艺术

展演各项比赛活动中充分展现了我校师生的风采，取得了优异的比赛

成绩。 

2014 年 9 月、由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中国艺术教育促

进协会、黑龙江省教育厅主办的“中国校园好歌曲大赛”决赛在哈尔

滨太阳岛俄罗斯皇家金色剧院举行。我校师生作曲的三首校园原创歌

曲《梦开始的地方》、《我愿》和《毕业照》代表我校参赛并全部入

围决赛，曹雯博、侯鹏飞同学演唱的《梦开始的地方》荣获演唱及词

曲评比二等奖，朱琳同学演唱的《毕业照》、《我愿》荣获三等奖。 



2014年 10 月，艺术学院音乐系文艺演出团由刘振、朱文等 6 名老

师和同学组成，精心排练了 9 个节目，先后前往凯恩斯、黄金海岸、

布里斯班和悉尼等 4 个城市，分别在格里菲斯大学孔子学院、昆士兰

大学孔子学院、新南威尔士州教育与社区部孔子学院、布里斯班市华

人协会、布里斯班中文学校、圣安德鲁中学、悉尼紫薇孔子课堂等地

进行了十多场演出，受到了当地观众的广泛欢迎。此次巡演得到了孔

院外方承办院校的大力支持及高度认可。 

六、开展课外艺术活动，积极支持大学生艺术教育社团的建设。 

课外艺术教育活动是学校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采取多种

形式，通过大学生艺术团以及各类学生社团，面向全体学生，广泛开

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和课外艺术教

育活动，活跃校园文化氛围，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 为加强学校艺

术教育，学校成立了大学生艺术团，校团委负责管理，配备了专职指

导教师，专门制定了管理制度，保证了艺术团工作的规范开展。学校

现设有舞蹈排练室，合唱排练室，管乐排练室和服装设备存放室，配

有专门的器材及设备，以满足大学生艺术团的各项排演工作。学校成

立了大学管乐团、大学生合唱团、、大学生舞蹈团、古韵乐团等音乐

团体。另有人文社科类社团、文艺类社团多个，注册社团团员数达到

2000余人。艺术类社团以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培养学生艺术才能为

目的，充分展示和提高大学生的艺术才华，随着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学校中各类文艺人才越来越多，水平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使我校校

园舞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这些社团不仅在学校进行表演，

同时还将校园文化推向社区，推向社会，使高校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学校高度重视艺术类社团对大学生公共艺术教育的作用，加强组织

管理的规范化，大大提升了艺术教育的质量。大力支持学生社团的建

设和发展，从大学生艺术社团的教师指导、活动经费的支持、活动场

地的安排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学校各相关部门努力做到实践与应

用、特色与创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艺术教育教学方式，把公共艺

术教育的普及和专业艺术教育的提高有机结合起来，常抓不懈，形成



特色艺术教育之路。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培养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提高大学生的审美修养和人文素

养，促进其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营造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氛围，体现

学生向真、向善、向美的精神文化追求。 

 

                          共青团中国矿业大学委员会 

                               2014-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