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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学校美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学校

艺术教育工作规程》和《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

粤教体[2015]3 号）的文件精神，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紧密结合“高职

院校学生素质养成教育体系”的建设要求，通过“提高工作认识，优化人

才培养模式，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整合艺术教育资源，完善学生活动体系”，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文化融入教育教学，培养了学生健康向上的审美趣

味、审美格调、审美理想，强化了学生完善人格修养、文化主体意识和文

化创新意识。积极探索文化艺术教育工作的高职特色，不断提升文化艺术

教育的质量和水平，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艺术氛围。现将 2019 年艺术教

育工作汇报如下：

一、健全机构，充分发挥艺术教育的领导与组织作用

1.组建美育工作指导委员会

完善美育工作的组织架构，成立了以教学副校长为引领的美育工作指

导委员会，以统筹安排学校美育的全面实施。把美育与学校的中心工作，

与育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将美育作为育人工作重要部分纳入

人才培养方案，建立以教学环节为主阵地，第二课堂有效延伸的美育组织

架构。

2.设立美育中心及公共艺术教研室

在美育工作委员会的指导和帮助下，做好各项有益于师生美育发展工

作。美育中心制定出学校美育工作规划，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学校美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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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年度计划与总结。美育研究中心下设公共艺术教研室，落实了公共

艺术课程体系建设，统筹全校艺术类课程的研发和教学工作。

二、明确目标，将艺术教育工作融入高职人才培养工作

为进一步发挥美育对学生品格的塑造作用，推进我校的博雅素质教育

工程，通过实施美育工作，更好地培养学生认识美、创造美、展示美的能

力，从而提高其审美与人文素养，促进其全面发展。

1.课程建设方面

按照《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的要求，结合学院

实际，我校构建了 “《大学生艺术修养》公共必修课+公共艺术选修课+

校园文化艺术节+精品艺术文化项目（竞赛）实践”结构的大学美育课程

体系。开设了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公共限选课和艺术实践类课程四

类艺术课程，我校自 2019 级起正式将美育工作纳入人才培养方案，面对

全体学生开设《大学生艺术修养》公共必修课程，并匹配 2学分加以规范

实施，主要分为四大模块，其中必修模块有 0.4 学分，自选模块有 1.6

学分。学生可根据课程设置及要求，结合自己的专业需求及实际情况参与

课程各模块的学习，完成相应课程内容及学时后给予成绩并配以课程相应

学分。同时制定了《大学生艺术修养课程管理办法》以保障和规范大学生

艺术修养课程的实施和管理。大学生艺术修养课程以下是课程具体内容及

学分的配分标准：

课程名称 模块性质 模块名称 具体内容 学时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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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

艺术修养

必修模块 美学导赏

通过美学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引导，提升学

生对美的感知能力，并对于生活美学、职

业美学有感悟与品鉴，最终培养学生的高

尚审美情操。

6 0.4

自选模块一：

艺术通识系列

（五选一）

音乐修养

包括歌曲学唱、听音、节奏、和声、音乐

欣赏和音乐简史贯穿其中，得到音乐的学

习与鉴赏方法。

10
0.6

语言艺术
语言表达技巧、

朗诵艺术与演讲技巧等

形体训练与

体态礼仪修

养

职场礼仪、形体舞蹈、

仪态训练等

美术修养（平

面设计技巧）

通过海报设计学习平面构成、

色彩构成等的基本原理

摄影艺术与

技巧学习

通过形式多样的摄影范例欣赏，学习和掌

握摄影技巧和造型语言，拍摄出内容与形

式较为丰富的照片。

自选模块二：

中华传统民间

艺术系列

（四选一）

岭南非遗文

化与项目体

验

广绣、珠绣、醒狮、瑶族小长鼓舞、壮瑶

八音等岭南非遗项目的传承学习

10 0.6

书法鉴赏与

技法

书法作品的鉴赏与书法（毛笔与硬笔）技

法学习

民族器乐鉴

赏与入门

以古筝、竹笛等民族乐器的入门学习激发

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热爱

岭南茶艺
介绍岭南茶文化，学习茶道与茶艺、

冲泡技巧等

自选模块三

（三选二）

讲座：《诗词与书法》 3

0.4讲座：《美与生活》 3

讲座：《音乐与人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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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我校共开设《大学生艺术修养》模块课程 125 门次，学生上

课人数近 2100 人，课程涉及声乐、舞蹈、乐器、摄影、语言艺术、平面

设计、书法、茶艺、广绣、长鼓舞等多个模块，满足学生在美育学习上的

多元化的需求。

此外，进一步科学定位美育课程目标，开设丰富优质的艺术类公共选

修课程，对艺术课程进行拓展和延伸，2019 年共开设艺术类选修课程 28

门，选课学生累计达 2933 人。

序号 课程 任课教师 上课人数

1 口才艺术与社交礼仪(慕课) 艾跃进 391

2 竹笛演奏技巧 黄琪 110

3 合唱与指挥 蒙园 93

4 玩转数码艺术照片设计 张晶 102

5 茶艺表演赏析 张晓菊 48

6 茶道与养生 曹智启 170

7 版面编辑设计 王政 56

8 商务礼仪 吴枫鸿 73

9 PS 入门与基础应用 刘慧婷 55

10 音乐基础认识与基本技能 梁雪仪 70

11 大学生舞蹈艺术修养与训练 张丹 46

12 中国历代绘画鉴赏 陈佰林 65

13 中国茶文化与茶艺美学 张晓菊 64

14 歌唱技巧 吴雅婕 61

15 公共关系礼仪实务(慕课) 杜汉荣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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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女子礼仪(慕课) 周季平 214

17 中华诗词之美(慕课) 叶嘉莹 266

18 书法艺术鉴赏 陈泽平 55

19 数码艺术照片设计与处理 吴志聪 120

20 播音主持 程璇 137

21 图片处理与海报设计 陈婧雯 55

22 音乐素养 姚轲邺 130

23 影视剪辑技术 邓亮 108

24 演讲与口才 丁文燕 107

25 音乐鉴赏 周丹丹 69

26 现代交际舞 阳龙 39

27 动漫人物简笔画绘制 谢聪 46

28 二维动画基础与鉴赏 梁宇鹏 50

2.在教学质量保障方面

通过博雅学院、教务处以及质量发展中心管理部门，我们对“课程规

范的制定、课程模块的设计、教学任务的落实、课程单元设计、教学档案

的管理、学生成绩的核算与管理、教学质量的监控，实践课程的考核评价”

等工作进行了全面、规范、常态的管理，保证了艺术教育课程的教学质量。

3.师资培训方面

我们一方面引进外聘教师，解决少数主干课程的开课问题，同时积极

组织教研活动，提升专兼职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目前，学校除保证相关

课程教师的的配备外，打造了近 15名博学多才、独具匠心的岭南传统“手

艺人”型教师，超过开课教师数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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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校园艺术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艺术教育氛围

1.打造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基地--岭南博雅文化创意小街

我校传承、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文化，我校积极探索“教、学、

做、创、赛”一体化教学模式，以岭南博雅文化小街为载体开展艺术真实

体验项目，并引导学生在真实项目体验中思考、分析、迁移，启发学生创

新思维，打造了传统工艺坊、茶艺坊、书画坊、琴艺坊（智慧钢琴房、古

筝）、广绣传承基地、连南长鼓舞传承基地等一系列重点艺术实践基地，

通过课程、讲座、沙龙、研讨、培训等形式开设了书画、茶艺、琴艺、手

工等文化艺术体验活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艺术创新思维相

结合，为师生体验传统文化艺术提供专项实践平台，感受不一样的文化艺

术氛围。

2.多角度呈现校园文化多样性，成效显著

2019 年我校美育中心积极发挥美育统筹功能，充分调动学生组织的

积极性，举办了“传播岭南声音·筑梦青春校园”全国演讲大赛、“起航”

2019 迎新晚会、“品经绎典·诗颂中华”2019 中华美诗文咏颂大赛等大

型特色文化艺术活动，同时定期开展传统手工（剪纸、广绣）作品展、国

画（书法）作品展、岭南茶文化艺术节、高雅艺术进校园（戏曲进校园）

等校园文化艺术活动，孵化了较多学生作品并参加各类专业技能竞赛，经

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教学成效显著。如《岭南木棉红》作品荣获广东省

宣传部、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品经译典·青春筑梦—2018-2019 学年度

南粤校园中华经典诵读文化艺术节”二等奖。舞蹈《相和歌》荣获广东省

教育厅主办的“广东省第四届大学生舞蹈比赛”三等奖，舞蹈《逐梦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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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荣获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第十三届广东大中

专学生校园文体艺术节之第十三届广东省大中专学生舞蹈大赛三等奖”。

3.突出岭南文化特色，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

为进一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让传统文化在大学校园中得到

活态传承，培养学生发展艺术想象力和创新意识，我校以入选“国家级、

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项目为抓手，开展了传统手工（剪

纸、广绣）、连南长鼓舞等非遗项目进校园，筹建广绣传承基地、连南长

鼓舞传承基地等一系列重点艺术实践基地；筹建广州市民间文化传承基地

（广绣），并与广东省岭南民间工艺研究院、珠海区文联等单位联袂打造

了 2019 年岭南刺绣艺术展等。同时鼓励优秀教师参加广绣、连南长鼓舞

的培训学习，培养可以自主在学校开展教学的教师，促进“非遗”进校园

师资队伍建设，为打造美育特色课程储备师资，为传承、弘扬和发展民间

刺绣技艺出一份力。

“以美育心 以美化人”--“美遇”助力学生成长之路，接下来我校

将继续传承、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文化，推进美育教育与改革，开展

各类美育特色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将美感教育与思政

博雅教育相融合，用积极健康的文化艺术去影响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

美观，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并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浸润学

生心灵，达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效果。不断提高学生审美趣味、审美

格调、审美理想，强化了学生完善人格修养、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创新意

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