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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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构建面向人人的美育

工作体系，以促进我校美育教育和人才培养为宗旨，抓好美育的教学

课堂、实践课堂、社会课堂、网络课堂，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

动，培养学生发现美、感知美、创造美的能力，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立德树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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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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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工作机制，推动了美育课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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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师资队伍，保障了美育课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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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的教学模块，完善了美育课程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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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江南丝竹课程为试点，探索做好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特色课程

实践课堂，组建相关社团进行重点指导。探索一门课程、一本教材、

一个基地、一个社团、一次展示的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新模式。成功

申报《江南丝竹音乐赏析》、《昆曲艺术》、《文化创意策划与设计实践》

等选修课程。

苏州大学艺术类课程一览表（2016年）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程类型

1 艺术歌曲演唱技术及经典赏析 2 通识选修课程

2 昆曲经典赏析 2 公共选修课程

3 书法鉴赏 2 公共选修课程

4 昆曲艺术 2 公共选修课程

5 苏州诗咏与吴文化（网络） 2 公共选修课程

6 书法艺术走进大学生 2 公共选修课程

7 中外当代电影赏析 2 公共选修课程

8 苏州传统文化专题 2 公共选修课程

9 中国古琴与琴曲欣赏 2 公共选修课程

10 吴文化史专题（网络） 2 公共选修课程

11 歌曲演唱与鉴赏 2 公共选修课程

12 纤维皇后——丝绸历史与文化

（网络）
2 公共选修课程

13 摄影技术 2 公共选修课程

14 世界电影名家名作赏析 2 公共选修课程



15 传统文化与现代礼仪（网络） 2 公共选修课程

16 影视艺术基础 2 通识选修课程

17 科幻电影中的哲学问题 2 通识选修课程

18 中国园林文化与艺术 2 通识选修课程

19 花海觅趣 2 新生研讨课程

20 大学生流行音乐赏析 2 通识选修课程

21 中外优秀合唱作品欣赏及实践 2 通识选修课程

22 声乐技法及艺术歌曲经典赏析 2 通识选修课程

23 光影留声——电影音乐赏析 2 通识选修课程

24 江南丝竹音乐赏析 2 公共选修课程

25 文化创意策划与设计实践 2 公共选修课程

26 速写画 2 公共选修课程

27 中外电视剧赏析 2 通识选修课程

28 昆曲艺术（网络） 2 通识选修课程

29 环球音乐之旅——

音乐的历史与欣赏
2 通识选修课程

30 光影留声——电影音乐赏析 2 通识选修课程

31 钢琴艺术鉴赏 2 通识选修课程

32 中外优秀合唱作品欣赏及实践 2 通识选修课程

33 大学生微电影创作 2 通识选修课程

34 当代亚洲青春电影赏析 2 通识选修课程

35 中国古代音乐文学 2 新生研讨课程

36 中国民间歌曲演唱与鉴赏 2 新生研讨课程



37 花海觅趣 2 新生研讨课程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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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艺术之花，苏大学子赢得世界认可

一年来，东吴艺术团、苏州大学学生合唱团在国际、国内舞台上

不断绽放光彩，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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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校东吴艺术团赴老挝演出。

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受苏州市外宣办委派，我校

艺术教育中心率东吴艺术团 25名学生于 5月 15日赴老挝进行为期 5

天的“江南韵、丝路情”纪念中老建交 50 周年暨大学生文化艺术交

流演出。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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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

精神，让更多的国际友人了解中国。所到之处，均刮起了一股浓郁的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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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中心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五月的鲜花”全

国大学生文艺会演。该活动由中宣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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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中心接到节目导演组邀请

后，第一时间成立了节目策划小组，以中宣部、团中央评选出的全国

十大青年典型的事迹为创作素材，用苏州传统曲艺评弹的形式进行演



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青春点赞、为时代点赞、为实现伟

大中国梦点赞！邀请了艺术家精心设计并指导参演节目，组织东吴艺

术团 12 名骨干参加演出。节目既展现了苏大学子的精神风貌和艺术

素养，又传递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获得

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记者的单独采访，就节目创意和大学生传统文

化传承方面进行了宣传，并在早、晚间新闻中播出。

3、苏州大学学生合唱团唱响上海交响音乐厅

12月 12 日晚，“放飞梦想”大金之声合唱音乐会在上海交响音

乐厅成功举办。苏州大学学生合唱团与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本次音乐

会艺术总监黄英女士，著名青年指挥家张亮先生，上海爱乐乐团同台

演出，与浙江大学文琴合唱团、上海师范大学行知合唱团、大金员工

合唱团共同演绎，给观众带来一场充满艺术感的高雅音乐会。

音乐会前夕，黄英女士还亲临我校，与同学们零距离互动。现场

教授同学们发声方法、气息控制等合唱技巧，使得这群满怀音乐梦想

的学生接受了大师的专业指导。艺术家们的表演，促动着苏大学子不

断追求更高的艺术目标。

（二）引领大学生了解、传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素

养融入当代大学教育

为了让苏大学子深入体验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我校充分挖

掘地方文化优质资源，将戏曲名家、名段请进来与学生路演走出去相

结合，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戏曲推广活动。戏曲进校园活动

的持续开展，能够让更多的苏大学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



大学生对传统艺术的了解、热爱，让他们加入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工

作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活动受到教育部及兄弟高校、社会各界

的高度认可，中央电视台专程到校进行了采访，拍摄了《苏州大学-

将传统文化素养融入当代大学教育》专题片，在央视播放。

1、精心组织戏曲实践活动，邀请戏曲专家、名家走进校园，并

进行现场教学。开展探秘昆曲系列活动，邀请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演员

翁育贤带领苏大学子探秘昆曲。化妆师为同学们现场展示为演员梳妆

打扮的过程，让同学们对昆曲之雅有了更直观的体验。活动当天，东

吴艺术团学生在露天亭台表演《牡丹亭》片段，让苏大学子从对昆曲

零了解到认识昆曲、欣赏昆曲、推广昆曲，成为戏曲进校园活动的直

接受益者。

2、除戏曲实践活动外，学校还邀请戏曲理论专家为学生开设专

题戏曲讲座。举办江苏省政协第十届戏曲进校园活动，为学生开设精

彩讲座。邀请专家为大一新生开设《昆曲与牡丹亭》赏析讲座。讲座

还设有现场表演环节，邀请苏州昆剧院的青年演员为同学们演绎《牡

丹亭》经典片段。多样的讲座形式，让同学们受益匪浅，激发了同学

们对昆曲的兴趣。

此外举办了国家级非遗传承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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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多样的艺术鉴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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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一年来，近 1.5万人次进行了艺术的鉴赏和体验活动。



（三）构建高雅艺术传播体系，审美育人聚能量

借助“高雅艺术进校园”、“艺术名家大讲堂”等精品活动，将中

外著名的艺术家、名人名家请进校园，让苏大师生感受艺术的魅力。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获得省教育厅“十佳单位”荣誉称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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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建设“文化校园”。2016年度，邀请了芬兰魔术剧、国家

京剧院《四郎探母》和《江苏省金奖魔术作品展演》走进我校，让我

校近 1万名师生充分感受高雅艺术的魅力，进一步提高了青年学生的

审美情趣、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

2、艺术名家大讲堂精彩纷呈，分享艺术人生，传递正能量

成功邀请世界级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黄英女士为我校学子讲授合

唱艺术，并现场指导学生发声方法和演唱技巧，带领近千名同学领略

合唱艺术的魅力。

此外，还邀请了《谁的青春不迷茫》的主创人员光线传媒领导人

刘同先生与我校师生面对面，畅谈人生。近 2千余名学生参与活动，

每一场活动均受到了同学们的喜爱。

文化艺术大讲堂的开设，邀请艺术大师畅谈艺术人生，帮助大学

生建立自己的艺术知识结构，提升了他们的艺术鉴赏能力，提高了苏

大学子的综合素养。

3、积极拓展资源，展现苏大文化，弘扬苏大精神

积极参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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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丝竹”专场音乐会和



“吴门画派”中国画展览成功中标。于今年 5月分赴淮海工学院、江

苏财会职业学院、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南通高等师范学院进行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的演出和展览，共进行 3

场综艺演出、1场音乐会和 1场画展，近万名兄弟高校的师生观看或

参与，充分展示了我校优秀的校园文化成果，弘扬了苏大精神。

（四）积极创设青年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艺术平台，凝聚青年学生

1、连续七年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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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 余名新生观看了演出，演出覆盖面达到了 100%，学

生对演出的满意度 100%。

2、积极组织其他校内各项艺术活动 10余项，举办江南丝竹专场

音乐会、音乐节乐队选拔赛，重点打造第二届新生歌手大赛、第二届

苏州大学网络文化节之微电影大赛、原创网络歌曲大赛等文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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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5万名学生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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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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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音乐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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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网络状的

工作体系，指导学生艺术联合会创新地开展了各项工作。为了让全校

师生能够及时了解艺术资讯，采用了艺术联合会学生骨干与各学院文

娱骨干，学院文娱骨干与班级文娱委员直接对接的方式，形成了网络

状的工作图，便于深入开展艺术教育工作，实现了艺术教育覆盖全校

各班级。充分利用微信、QQ等新媒体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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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网等，

让全校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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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