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2015－2016 学年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高等艺术教育是由各级各类高等

院校或高等教育机构所进行的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艺术教育。根据

《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教育部令 1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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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精神，以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以普及和发展学校艺术教育为重点，为大

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我校在 2015-2016 学年开展了大量

有益的艺术教育，现将 2015-2016 学年我校的艺术工作开展情况汇报

如下： 

一、艺术教学实施情况 

    我校将“博雅教育”理念贯穿于艺术教育始末。通过富有中国传

统文化特色的艺术类课程，将中国传统的贯彻面向全体学生、因地制

宜，通过艺术教育达到博学雅正，使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艺术文

化传统和外国的优秀艺术成果，提高文化艺术素养。遵循普及与提高

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学校共开设

新生博雅文训课、博雅选修课、博雅拓展课、教师博雅幸福课等形式

多样、参与面广的艺术类课程。 

（一）新生博雅文训课 

    新生博雅文训作为我校博雅教育的品牌项目之一，在 2014 年获

评广东省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精品项目，同时也是 2014 年度广东教育

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2015 年 9 月，面向广州校区和清远校区 2015

级全体新生开设了《博雅导引》、《弟子规》、《太极拳》、《健康养生》、



《大学生礼仪修养》和《志愿服务》共六门课程，特别是《大学生礼

仪修养》（16 课时）课堂中的“岭南八礼”，将艺术素养与个人修养

结合，为新生教授了岭南别具特色的艺术教育第一课。 

（二）学校博雅选修课 

     2015-2016 学年，广州校区和清远校区共开设多门艺术类选修

课，具体为：《播音主持》、《演讲与口才》、《瑜伽》、《现代交谊舞》、

《音乐欣赏》、《形体舞蹈》、《合唱与指挥》、《竹笛吹奏技巧》、《书法

艺术鉴赏》、《西方音乐鉴赏》、《口才艺术与社交礼仪》、《中国舞训练

课程》、《歌唱技巧》、《茶艺表演赏析》、《女性主义文学影视作品欣赏》、

《音乐理论基础》、《赢在形象力》等，使两校区的学生充分享受了艺

术的熏陶和升华。 

（三）博雅拓展课 

    博雅拓展课程以灵活短期的体验式课程为主，搭配相关讲座课

程，强调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课程内容需涵盖我

校博雅教育八大模块：国学教育、公民教育、成长教育、健康教育、

科学素养、艺术教育、志愿服务和创新创业，其中《书法艺术研修学

堂》（28 课时共计 30 人）、《工艺花茶赏析》（2 课时共计 50 人）、《古

筝入门》(28 课时共计 30 人)等艺术类课程受到广泛欢迎，是对现有

博雅公共选修课的补充，营造了富有人文气息的校园艺术文化。 

（四）教师博雅幸福课 

    为满足学校教职工的不同兴趣爱好，放松身心，陶冶情操，增强

教职工幸福感，学校工会和博雅教育学院联合组织开展了岭南教职工

博雅幸福课。2015 年 10 月 15 日，2015—2016 学年度岭南教职工博

雅课程正式开课，《舞蹈》、《合唱》、《书法》、《古筝》、《瑜伽》五门



课程受到教职工的广泛欢迎。 

二、艺术活动开展情况 

   (一)艺术活动异彩纷呈 

    2015-2016 学年，在完成艺术教学任务的同时，学校坚持普及与

提高相结合的原则，以“中国梦”为主题，结合重大节日庆典活动对

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举办了多场综合性、多样性的艺

术活动，活动效果好、成效高，陶冶了学生的情操，提高了学生的艺

术修养，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1、2015 年 9 月，，开展 2015 级新生晨读晨练、博雅文训课程《大

学生礼仪修养》教学。 

    2、2015 年 9 月 27 日，举办 2015 级新生军训红歌比赛。 

    3、2015 年 9-11 月，校艺术团与广东省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会合作，

开展小候鸟艺术团公益教学。 

    4、2015 年 10 月 17 日，校艺术团清远校区分团成立。 

    5、2015 年 10 月 24－12 月 27 日，开展朋辈教育：搭建艺术与

友谊的桥梁——总院艺术团广州校区分团赴清远校区分团指导训练。 

    6、2015 年 11 月 9 日，清远市清城区街道党政办公室在我校清

远校区举行以“群众文化，服务社群，传递正能量，共筑中国梦”为

主题的《东城街道“文艺百村行”》活动，校艺术团舞蹈队、礼仪队、

声乐队参与演出。 

    7、2015 年 11 月 12 日，与广东省文联与新塘街文化站联合举办

“百家千场艺术讲座下基层——舞蹈作品赏析”。 

    8、2015 年 12 月，“心跃动，型飞扬”田径运动会暨教职工趣味

运动会在两校区举行，校艺术团街舞队、声乐队参与开闭幕式节目表



演。 

    9、2015 年 12 月，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 2015 年“高雅艺术进

校园”活动，在广州校区体育馆上话剧《独生子当兵》，近 2000 名观

众观看表演。 

    10、2015 年 12 月 23 日，校团委艺术团模特队参加新塘街文化

站举办的魅力新塘—“我们的节日·元旦”群众文艺节目展演。 

    11、2016 年 1 月，清远校区举办“2015—2016 学年第一学期团

学组织表彰晚会”。 

    12、2016 年 4 月-5 月，2016 年校园文化艺术节，清远校区举办

“岭南杯• 领舞青春”——清远市高校街舞比赛，清远市五所高校、

一所中学参赛，广州校区艺术团街舞队获得齐舞第二名，以及个人爵

士第一名。 

    13、2016 年 5 月 12 日，在广州校区体育馆举行“燃情岁月·和

平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合唱比赛，广州、清远两个校区

的 10 支队伍参加比赛，全体师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代表在内的两

千多名师生观看了比赛。 

    14、2016 年 5 月 22 日，在清远校区足球场举行“鼓舞飞扬”—

—大学生舞蹈大赛暨 2016 年岭南校园文化艺术节闭幕式，广州、清

远两个校区的 11 支队伍参加比赛，近 2000 名观众观看了比赛。 

    15、2016 年 6 月 23 日，在广州校区足球场举办“青春的约定”

“——2016 届毕业演唱会，上万名师生现场观看了演出，现场采用

全球网络直播，点击量超过 250 万。 

   （二）艺术教育硕果累累 

    校内通过各类艺术实践活动，为学生的艺术活动搭建平台，提供



机会，同时，学校积极参加上级组织举办的艺术类比赛，充分利用了

社会艺术教育资源，补充和完善艺术教育活动内容，促进艺术教育活

动质量和水平的提高。获得以下奖项： 

    1、广州校区书法协会获 2015 年度广东省“优秀协会”称号。 

    2、2015 年 11 月，艺术团声乐队刘俊彬同学参加第十届广东大

中专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获非专业组三等奖。 

    3、2015 年 11 月，艺术团声乐队小组唱参加第十届广东大中专

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获第二赛区复赛业余组二等奖。 

    4、2015 年 11 月 21 日，校团委艺术团舞蹈队参加第十届广东大

中专学生舞蹈大赛预赛，获非专业组一等奖。 

    5、2015 年 11 月 29 日，我院舞蹈队参加广东省职业院校首届舞

蹈展演，获三等奖。 

    6、2015 年 12 月 12 日，校团委艺术团舞蹈队参加第十届广东大

中专学生舞蹈大赛决赛，获非专业组二等奖。 

    7、2015 年 12 月，张丹获第十届广东大中专学生舞蹈大赛“优

秀指导教师”称号，童秀萍老师获第十届广东大中专学生校园歌手大

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8、2016 年 5 月，校艺术团声乐队参加新塘地区“我们的节日--

浓情端午”炫出新塘好声音歌手大赛，获一等奖一名，三等奖两名，

学校获“优秀组织奖”。 

    9、2016 年 6 月，艺术团声乐队参与教学的“蒲公英少儿合唱团”，

获广东省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会“创益无限，益彩 Fun 呈”广东岭南公

益创投大赛“优秀项目”称号。 

三、校园文化艺术环境建设 



（一）雄厚的师资条件 

    学校现有音乐、舞蹈、美术专业教师 55 人，其中艺术与传媒学

院专任教师 42 人（高级职称 7 人，中级职称 21，硕士 32 人，双师

型教师 24 人）。 

（二）全面的硬件设施 

    学校拥有专业的音乐实训中心，配有钢琴 27 台及相应的琴房，

MIDI 音乐室一间、录音室一间、舞蹈室一间。为艺术类教学及实践

提供了全面的设施保障。 

（三）专业的学生艺术团体 

    两校区各有一支学生艺术团，设有形象设计部、技术宣传部、舞

蹈队、声乐队、街舞队、器乐队、主持队、礼仪队、戏剧队、模特队，

广州校区艺术团达 349 人，清远校区艺术团总人数达 466 人，在校级

文艺活动中，承担主要表演任务，并代表学校参加对外比赛和交流。 

（四）缤纷的社团文化 

    学校现有音乐协会、交谊舞协会、Rabbit magic 魔术协会、

MASTER 街舞社、书法协会等 7 个艺术类社团，兼容并包，统一管

理，业务扎实，组织活跃，使校园文化丰富多彩。 

四、艺术教育评价制度 

    2015-2016 学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进一步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塑人功能，以先进文化凝聚和

引领我校广大学生投入校风学风建设，学校举办“2016·青春的力量”

——第四届“卓越岭南”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其中，在高水平

艺术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在艺术创作、艺术评论、艺术演出等方面



做出较大贡献，其作品、事迹在校园、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力者，评

选为“年度艺术人物”，杨钻同学获此称号，陈洁柔、林怡蓉同学获

提名奖。在 2015 级新生博雅文训课程中，对表现优异的连队授予“文

训先进连队”称号。2016 年 3 月-5 月举办的校园文化艺术节，通过

合唱比赛、舞蹈比赛、国学知识挑战赛，评选出的金、银、铜奖的优

秀集体和个人，七个单位获文化艺术节优秀组织奖。 

    学校将各项艺术教育工作的评价纳入教师绩效工资的考核范围

中，级各类竞赛获奖、指导学生获奖等项目，均为教师绩效考核的加

分项。学校对艺术教育课程及活动较完善的评价机制，激发了广大师

生对艺术工作的兴趣和热情。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校将进一步提高认识，进一步把加强学校艺

术工作作为一项品牌项目来抓，加强对艺术工作的组织领导，以丰富

多彩的活动为载体，通过开展丰富、全面、深入、创新的综合性艺术

课程和活动，进一步提高我校师生的整体艺术素养，使我校的艺术教

育工作再上新台阶。 

学生工作部（处） 

2016 年 10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