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大学 2015年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苏州大学历来高度重视艺术教育工作，始终坚持以文化育人引领

高校艺术教育 “文化自觉”；以文化传承与创新强化大学生的民族精

神认同；以艺术教育理论与艺术教学实践培育大学生人文素养。紧紧

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和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的发展目标，积极主动实践文化传承与创新，为我校校园文化建设做

出了积极的努力，在美育课程建设、美育实践、条件保障、教学效果、

品牌活动打造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将我校 2015 年艺术教育发

展情况公布如下。

一、美育课程建设富有成效

1、创新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协同，推动美育课程建设

为了加强苏州大学美育课程，我校教务部与艺术教育中心形成了

良好的工作机制。学校教务部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结合我校人

才培养的总体方案，提出美育课程的规划；艺术教育中心负责美育课

程的设置、内容的遴选以及师资的组织申报；课程的实施再由教务部

统一管理；最后由教务部和艺术教育中心共同对课程进行评估。

2、坚持外聘和培养并重，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根据我校美育课程建设模块，采取专兼职相结合、校内外相结合、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搭建优秀的师资队伍。

3、合理规划课程模块，制订科学合理的美育课程体系

学校美育课程分别在本科生通识课程、全英文教学示范课程、微

课程（群）项目、新生研讨课、校级精品开放课程校级精品开放课程



（网络进阶式课程）、任意选修课等教学模块中开设，涵盖了音乐、

美术、舞蹈、戏剧、影视、书法、戏曲等门类。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方面，我校做了积

极的探索和实践，开设 20 余门课程。《昆曲艺术》、《苏州诗咏与吴文

化》、《传统文化与现代礼仪》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其中《昆曲艺术》

还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苏州大学艺术类课程一览表（2015年）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程类型

1 中外艺术鉴赏（双语）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2 中外当代电影赏析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3 苏州传统文化专题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4 中国古琴与琴曲欣赏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5 中外大学生影视艺术共赏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6 吴文化史专题（网络）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7 歌曲演唱与鉴赏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8 纤维皇后——丝绸历史与文化

（网络）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9 摄影技术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10 世界电影名家名作赏析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11 电视摄像基础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12 传统文化与现代礼仪（网络）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13 中国民间歌曲演唱与鉴赏 2 新生研讨课程

14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研讨 2 新生研讨课程



15 花海觅趣 2 新生研讨课程

16 你身边的那些诗画风景 2 新生研讨课程

17 艺术歌曲演唱技术及经典赏析 2 通识选修课程

18 艺术实践（1）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19 艺术实践（2）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20 书法鉴赏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21 昆曲艺术（网络）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22 苏州诗咏与吴文化（网络）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23 书法艺术走进大学生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24 中外优秀音乐剧鉴赏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25 西方艺术音乐简史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26 速写画 2 全校任意选修课程

27 影视艺术基础 2 通识选修课程

28 科幻电影中的哲学问题 2 通识选修课程

29 中国园林文化与艺术 2 通识选修课程

30 中国古代音乐文学 2 新生研讨课程

31 中国民间歌曲演唱与鉴赏 2 新生研讨课程

32 花海觅趣 2 新生研讨课程

33 你身边的那些诗画风景 2 新生研讨课程

二、美育实践活动丰富多彩

（一）艺术之花绽放，苏大学子赢得世界认可。



1、我校东吴艺术团赴美国巡演。

受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委派，我校艺术教育中心率东吴艺术

团 18 名学生于 9 月 25 日—10 月 9 日赴美国进行为期 15 天的 2015

年全球孔子学院文艺巡演活动，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在为期半个月

的巡演活动中，东吴艺术团跨越美国西北部，分赴华盛顿州西雅图市

的普及桑大学、蒙大拿州米苏拉市的蒙大拿孔子学院、爱达荷州莫斯

科市的爱达荷大学和博伊西市的西北拿撒勒大学、俄勒冈州尤金市的

俄勒冈大学和波特兰市的西林威尔逊高中和波特兰州立大学以及夏

威夷州火奴鲁鲁市的卡皮欧拉尼社区学院和基督教学校，进行 9场高

水平文艺演出。我校东吴艺术团精心设计的“印象中国”文艺演出以

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宣扬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让更多的外国

人了解中国。所到之处，均刮起了一股浓郁的中国风！

我校东吴艺术团赴美巡演团是 2015 年全球孔子学院文艺巡演团

队中行程时间最长、交流孔子学院数目最多的、演出任务最重的团队

之一，在美国西北部穿越了 5个州，跨越 7 座城市，在 9个地方进行

演出，可以说：“我校东吴艺术团赴美巡演团在这 15天中不是在演出，

就是在赶赴演出的路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使者，巡演团向

美国友人展现了中华泱泱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艺术，让他们从另一面了

解中国的历史，也让他们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表演中了解中国的新气

象。

2、亮相央视，参加“五月的鲜花”全国大学生文艺会演。

今年 5月，艺术教育中心受邀中央电视台“五月的鲜花”全国大



学生文艺会演栏目组，精心组织东吴艺术团 40 余名艺术团骨干，积

极参加中央电视台“五月的鲜花”全国大学生文艺会演。本次活动由

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指导，中央电视台承办、中国教育电视

台协办，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创意新颖、朝气蓬勃的精彩表

演。我校艺术教育中心在 4 月 10 日接到节目导演组邀请后，第一时

间成立了节目策划小组，邀请相关艺术家参与并精心设计参演节目。

最终决定在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作品《迎接明天》的基

础上进行改编，重新制作音乐，并对节目进行重新设计与编排，力图

表现当代青年学子在广袤的网络空间和浩瀚的信息海洋中，用新媒体

传递正能量，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为青春点赞、为时代点赞、

为实现伟大中国梦点赞！整支舞蹈苍劲有力，激情澎湃。

3、保护传统，参加第十一届长三角民族乐团展演活动。

今年 11 月，我校东吴艺术团收到第十一届长三角民族乐团展演

活动组委会的邀请，选送民乐团江南丝竹演奏《悦乐》参加展演，并

荣获“保护传统奖”，传播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东吴艺术团在国际、国内舞台上不断绽放光彩，向全世界展示了

独特魅力的中国传统文化，集中展示了我校优秀的校园文化成果，用

艺术的灵韵向全世界宣传了苏州大学。

（二）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舞台硕果累累

今年 2月，教育部在天津隆重举办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集中展现大学生朝气蓬勃的青春风貌，展示我国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

成果，也是最高水平的大学生艺术竞赛活动。我校东吴艺术团的舞蹈



《迎接明天》、东吴剧社的短剧《低头之间》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最终获得两个一等奖、两个优秀创作奖。此成绩为江苏高校最好成绩。

在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期间，教育部召开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苏

州大学作为江苏高校唯一代表在大会上进行材料交流（全国仅 9所高

校），介绍我校近几年在艺术教育工作上的先进做法。

（三）引领大学生主动传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强化民族精神的

认同

当代大学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任

重而道远。我校积极引领大学生主动传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通过举

办“风华国乐——江南丝竹音乐会”、与太仓市文化馆、太仓市音乐

家协会共同举办“丝竹情”江南丝竹音乐交流演奏会、第九届政协委

员“戏曲进校园”活动、苏州最美的声音——评弹艺术进校园等多种

形式的艺术鉴赏、体验活动，让我校师生走进优秀民族文化艺术，主

动去传承与弘扬，积极传播和吸纳人类先进文化的成果，不断自觉强

化民族精神的认同。

（四）构建高雅艺术传播体系，审美育人聚能量

继续大力推进高雅艺术进校园项目，积极践行“文化强校”战略、

为建设“文化校园”做出了更有力的推进。2015 年度，我们邀请了

山西省话剧院《立秋》、“阿卡贝拉魔力诱惑”全球巡演、苏州文化艺

术中心芭蕾舞团《西施》、“浓情 Jazz”音乐会、苏州市滑稽剧团《探

亲公寓》2 场、传统滑稽戏《钱笃召求雨》、苏州市舞蹈新人新作展

演等多场顶尖艺术团体的高水平演出，让我校万余名师生充分感受高



雅艺术的魅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让青年学生的审美情趣、艺术

修养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这对我校学生塑造人格美、培养

才能美、铸造行为美，促进全面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意义。

我校推出的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活动，经常一票难求，很多时候

为了能得到一次欣赏的机会，很多同学提前 4、5 个小时来排队领票，

活动现场次次爆满，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活动得到了我校广大师生的

认可，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我校校园文化生活。

（五）积极打造艺术教育育人平台，积极传递正能量

连续六年举办“梦想开始的地方”迎新生文艺演出，彰显艺术教

育的育人功能。“梦想开始的地方”文艺演出是我校东吴艺术团的一

台精品晚会。晚会分“千年雅韵”、“百十风华”、“缤纷校园”、“圆梦

东吴”四个篇章，用艺术的形式进行新生入学教育，受到广大新生的

喜爱和高度认可，朋辈的影响也让新生对未来的学习、生活充满了梦

想。

在活动中，艺术教育中心专门制作了一段视频，选取了刚毕业的

校友和在校高年级的同学从不同角度寄语新生。他们中，有的毕业后

赴国外工作，有的在国内更高学府继续深造，有的在祖国西部地区支

教，有的是在校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他们分别从学会感恩、学会主

动投身社会实践、学会管理好时间来积极参加学校社团活动等方面寄

语新生：尽早地确立自己的梦想，苏州大学一定是你梦想开始的地方！

演出结束后很多新生表示，演出令人倍感亲切，同时又深受震撼，很

想成为像学长学姐一样优秀的人！



“梦想开始的地方”迎新生文艺演出每年都受到老师和同学的高

度赞扬。由于校区分散、演出场地、经费、车辆等条件的限制，精彩

演出只能覆盖每个学院（部）一半的新生，让没能观看演出的同学深

感遗憾。今年，为了让更多的新生可以到现场观看，更加直观地感受

高雅艺术的魅力，艺术教育中心通过多方协调，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演

出场次，使近 92%的新生都观看到了演出。

（六）积极创设青年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艺术平台，凝聚青年学生。

重点打造“Sing 光大道苏州高校歌手争霸赛”、“校园歌手明星巡

回演唱会”等艺术平台，积极组织其他校内各项艺术活动 10 余项：

“音乐盛典”新生歌手大赛、苏州大学微电影大赛、“我的大学”征

文比赛、“天翼飞 Young 校园好声音”苏南高校总决赛、“音乐之声”

校园巡回演出、刘雪庵作品音乐会暨 2016 新年音乐会等，每一次艺

术活动无不吸引有艺术才能的大学生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身

艺术素养。

（七）艺术名家大讲堂精彩纷呈，分享艺术人生，传递正能量

文化艺术大讲堂活动主要是邀请著名艺术家或艺术管理者来我

校进行讲学，畅谈艺术人生，帮助大学生建立自己的艺术知识结构，

提升大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提高自身综合素养。

今年 6月，成功邀请美国著名歌唱家、宾汉顿大学声乐终身教授

张泓女士为我校学子讲授合唱艺术，带领同学们领略合唱艺术的魅力。

同时张泓教授还和大家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如何将中国民歌

传播到美国的经历，让所有的同学感受到做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此外还邀请了《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主创人员马亮、著名

影星孙俪与我校师生面对面，畅谈艺术人生；邀请著名化妆师徐静女

士来我校为我校学子进行形象设计讲座。每一场活动均受到了同学们

的喜爱。

（八）积极拓展资源，展现苏大文化，弘扬苏大精神

我校积极参与 2015 年江苏省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项目的投标工

作，其中“梦想开始的地方”专场文艺演出和“吴门画派”中国画展

览成功中标。我校于今年 4月和 9月分别赴常州大学、南通大学和淮

阴师范学院进行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的演出和展览，展示了我校优秀

的校园文化成果，充分弘扬了苏大精神。

利用暑假，艺术教育中心组织东吴艺术团学生骨干进行“音乐之

声”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赴革命老区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珠坑乡中小

学开设艺术课堂、调研农村中小学生艺术现状、向实践学校捐赠艺术

教育物资等。艺术课堂让音乐之声飘扬在革命老区，让老区的孩子们

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魅力，传承民族千年文

化。

三、艺术教育保障体系健全

1、艺术教育专项经费投入

目前，我校美育工作经费每年合计有 118.02 万元。主要用于乐

器、演出服装的租赁及购置、演出设备（灯光、音响）租赁、演出物

品道具、宣传文印、学生外出比赛演出差旅费、节目舞美等设计制作

费、聘请校外教师、专家指导费用、举办各类艺术展演费用和参加校



外各类比赛费用含排练及演出比赛用车费排练及演出工作餐等。

2、艺术教育设施设备完善

目前我校天赐庄校区、独墅湖校区、阳澄湖校区均有用于艺术教

育和艺术活动的场地，其中其中天赐庄校区有存菊堂、敬贤堂、红楼

学术报告厅、本部体操房、东校区健美操房、体育馆等，独墅湖校区

有炳麟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大学生活动中心，阳澄湖校区有图书馆大

报告厅、小报告厅等。学校艺术教育设施、设备较为齐备，多数场所

配有灯光、音响、话筒、投影仪等多媒体设备，具备各类文艺演出、

音乐欣赏、联欢会等艺术活动的硬件条件。

3、网络建设与信息化管理

不断完善艺术教育中心组织建设，工作实时创新。充分利用新媒

体，构建艺术教育网络状的工作体系。为了让全校师生能够及时了解

艺术资讯，艺术教育中心成立了一级学生组织—学生艺术联合会，每

个艺联学生骨干对接各学院（部）艺术骨干，各学院（部）艺术骨干

再具体深入到各个班级对接各班级文艺委员，形成了网络状的工作图，

艺术教育工作实现班级全覆盖。为了方便工作，我们利用新媒体建立

了各种通信平台，如全校各班级文艺委员 QQ群、艺术教育中心微信

公众平台、艺术教育中心微博、人人等，让全校的同学第一时间掌握

学校的艺术资讯。

我校以艺术人才发掘与培养为基础，以高水平校园文化艺术活动

为载体，以艺术团和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打造更高水平的艺术



文化活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立德树人，切实践行面向人人的美

育工作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