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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岭南职院函[2017]123 号 签发人：朱家勇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报送 2017 年艺术教育发展情况的报告

广东省教育厅：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上报 2017 年艺术教育发展报

告的通知》（粤教教研函[2017]6 号）要求，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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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

作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16]82 号）等文件精神，我校

对 2017 年艺术教育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认真总结，现呈报贵

厅，请予指导。

附件：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艺术教育 2017 年年度发

展报告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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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教育 2017 年年度发展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学校基本情况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始办于 1993 年，2001 年经广东

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是一所以医药健康类、现代制造类、

财经管理类、电子通信类、创意设计类和建筑工程类专业为

主的民办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学校现有广州和清远两大校

区，校园总面积 1496 亩，校舍建筑面积近 55 万平方米，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近 14000 万元，纸质图书逾 145 万册。

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

务发展为宗旨，以就业创业为导向，以学生成才为中心，以

技术技能培养为重点，紧密对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行

业需求，培养具有较高实践能力、就业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博

学而雅正，业专而技精”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学校积

极践行“岭南教育成就您的一生”的教育使命，大力推广国

学（经典）教育、公民教育、成长教育、科学素养教育、健

康教育、艺术教育和志愿服务，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力及自

我管理、自主学习、职业规划能力，培养的毕业生深受用人

单位欢迎和好评，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位居全省民办院校

前列。

（二）学生规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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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广州、清远两个校区现共有高职在校生 17830 人。

近年来，学校招生连续三年均高出省录取线几十分并于第一

志愿录满，2017 年录取人数和报到率均达到历史新高。

（三）师资队伍情况

学校现有 18 个教学单位，47 个高职招生专业，教职工

总数 1042 人，其中专任教师 830 人，企业兼职教师 207 人。

（四）经费投入

学校艺术教育经费投入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艺术教

育教学部门建设经费 689 万元，二是全校性学生文化艺术活

动经费近 60 万元。两项合计约 749 万。

（五）竞赛成绩

我校积极参加各级组织举办的艺术类比赛，充分利用社

会艺术教育资源，补充、完善校内艺术教育活动，促进艺术

教育活动质量的提升。2017 年获得各类奖项如下：

1.艺术团声乐队程才懿同学参加第十一届广东大中专

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获复赛第二赛区业余组二等奖；

2.艺术团舞蹈队《花席情》参加第十一届广东大中专

学生舞蹈大赛，获复赛第二赛区业余组三等奖；

3.艺术团声乐队林志敏、刘士扬、罗晓玲等 7 人参加

2017 年新塘好声音歌手大赛，获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5 名、

三等奖 1 名；

4.学校获 2017 年新塘好声音歌手大赛“优秀组织奖”。

二、课程建设

我校将“博雅教育”理念贯穿于艺术教育始终，设置富

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类课程，遵循普及与提高、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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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课外、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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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中西方传统文化特色，让学生学

习各国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提高文化艺术素养。

（一）新生博雅文训课

作为我校博雅教育的品牌项目之一，“新生博雅文训”

在 2014 年被评为“广东省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精品项目”，

是 2014 年度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2017 年 9 月，

面向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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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学生礼仪修养》（16 课时）

中的“岭南八礼”，将艺术素养与个人修养结合，在文训晨

读中融入合唱及手语舞《跪羊图》、《精忠报国》，以艺术

形式来表现“忠孝之道”，为新生教授了岭南别具特色的艺

术教育第一课，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博雅选修课

2017 年，广州校区和清远校区开设多门艺术类选修课，

具体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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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课程学习，两

校区学生充分享受了艺术的熏陶，艺术涵养得到了较大程度

的提升。

（三）博雅拓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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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拓展课程以灵活短期的体验式课程为主，课程内容

涵盖国学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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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博雅教育模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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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课程搭配相关讲座，是对

博雅公共选修课的补充，这些课程既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

性，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又营造了富有人文气息的校园文

化氛围。

（四）教师博雅幸福课

为满足教职工不同兴趣爱好，陶冶教职工情操，增强教

职工幸福感，学校工会和博雅教育学院联合组织开办了岭南

教职工博雅幸福课程。2017 年已开设的岭南教职工博雅课

程有《舞蹈》、《合唱》、《书法》、《古筝》、《瑜伽》

五门课程，受到教职工的广泛欢迎。

三、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现有音乐、舞蹈、美术等专业教师 55 人，其中建

筑与艺术学院专任教师 42 人（包括高级职称 7 人，中级职

称 21 人，硕士 32 人，双师型教师 24 人）。

四、管理机制的完善与创新

学校将各项艺术教育工作的评价纳入教师绩效考核，各

类竞赛获奖、学生获奖指导等，均为教师绩效考核的加分项。

学校对艺术教育课程及活动的完善的评价机制，激发了广大

师生对艺术工作的兴趣和热情。在 2017 年新生博雅文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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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对表现优异的连队授予“文训先进连队”称号。2017

年 3-5 月举办了校园文化艺术节，通过合唱比赛、舞蹈比赛、

主持人比赛、国学知识挑战赛等，评选优秀组织和个人，有

7 个单位获得文化艺术节优秀组织奖。

五、经费投入与设施设备配置

学校持续投入经费保障艺术教育的开展工作，2017 年

度学校总共为二级学院建筑与艺术学院投入经费 689 万元，

包括学生活动、教学安排、实训室建设经费等。

本年度共为全校性学生文化艺术活动投入经费近 60 万

元。其中包括校园文化艺术节和学生科技节活动经费 7 万

元，毕业离校系列活动（含毕业晚会）经费 42 万元；校园

文化建设（含社团文化建设、大学生科技学术节、校园文化

艺术节、文艺体育等展演参赛、广州及清远校区艺术团训练）

等经费 10 万元。

经过持续建设，学校现拥有专业的音乐实训中心，配有

27 台钢琴的专业琴房，另有 MIDI 音乐室一间、录音室一间、

舞蹈室一间，资源较为齐全，为艺术类教学及实践提供了较

好的设施设备保障。

六、课外艺术活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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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助梦·青春担当”、“初心

不忘·梦想起航”为主题，结合重大节日庆典活动对学生进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举办了多场综合性艺术活动，

陶冶了学生的情操，提高了学生的艺术修养，促进了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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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2017 年课外艺术活动开展情况统计如下表：

品牌活

动
活动子项目 时间 参与人次

新生入

学教育

新生军训文训（晨练太极、

朗诵及韵律操《弟子规》、

合唱及手语舞《跪羊图》、

《精忠报国》博雅文训课

程《大学生礼仪修养》教

学）

2017年 9月

6567

2017 新生军训红歌比赛 2017年 9月

2017 级新生入学教育歌

曲学唱
2017年 9月

校园文

化艺术

节

“一学一做”教育实践之

干部达人秀
2017年 4月 800

“我们的歌·让梦发声”

——合唱音乐会暨 2017

年校园文体艺术节开幕式

2017年 5月 800

“汇贤聚才·逐鹿岭南”

——2017 年国学知识争

霸赛

2017年 5月 1000

“文化搭台·百团唱戏”

——社团文化周
2017年 5月 1000

“时代助梦，青春担当”

——主持人大赛
2017年 5月 500

“岭南最强音”——校园 2017年 5月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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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园文化艺术环境

歌手争霸赛

“青春有梦·昭华如歌”

——社区合唱比赛
2017年 5月 1000

“鼓舞飞扬”——大学生

舞蹈比赛
2017年 5月 2000

“初心不忘·青春逐梦”

演讲比赛

2017 年 12

月
500

毕业季

系列活

动

“初心”——2017 年毕业

晚会
2017年 6月 10000

校内艺

术展演

“公益行动，艺起来”—

—2016 年度艺术展演晚

会

2017年 1月 500

“春华秋实· 献礼十九

大”——岭南艺术团十周

年文艺展演暨 2017 年迎

新晚会

2017 年 10

月
6000

经管学院团总支学生会双

旦晚会

2017 年 12

月
200

思诚书院元旦晚会
2017 年 12

月
300

专业实

践展示

平台

“初心”——建筑与艺术

学院原创服装发布会

2017 年 12

月
3000

http://59.41.61.220:7001/defaultroot/javascript:void(0)
http://59.41.61.220:7001/defaultroot/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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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营造一个适宜的文化艺术环境，学院领导班子高度重

视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通过各类艺术实践活动和社团建

设，学校为学生搭建广阔的艺术活动平台。

（一）专业的学生艺术团体

两校区各有一个组织完整的大学生艺术团，广州校区艺

术团 349 人，清远校区艺术团 466 人，分别设有形象设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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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团在校级文艺活动中承担主

要表演任务，同时代表学校参加对外比赛和交流。

（二）丰富多彩的社团文化

学校共有学生社团 66 个，涵盖学术、体育、公益、科

普、商管、表演六大类，包括音乐协会、交谊舞协会、Rabbit

magic 魔术协会、MASTER 街舞社等艺术类社团，以及国学社、

书法协会、茶艺协会、武术队等中国传统文化社团。各社团

积极活跃，本年度举办各类活动 358 场次，丰富纷呈的社团

活动，既活跃了校园文化，又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展现自我、

追寻快乐、飞洒青春的舞台。

八、存在不足及改进措施

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

1.两校区艺术教育工作发展不平衡。广州、清远两校区

学生及师资水平分布不均，造成艺术教育工作发展不平衡，

对此，学校将制定艺术教育发展规划，推动制度化建设；以

点带面，推进二级学院（书院）特色发展；求同存异，实现

学校资源整合，协同发展，共促繁荣。

2.艺术教育师资力量和配套资金不足，场地条件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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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学年预算时，根据学年艺术教育工作计划，列入配套经

费预算，引进专业师资，打造街头、社区艺术，活跃学校的

艺术氛围。

3.艺术教育品牌还需进一步提升。学校将立足于博雅教

育体系，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及岭南文化，培育特色鲜明的校

园文化品牌项目，如全民合唱、古筝、民族鼓乐队等。

九、下一步工作计划

我校将继续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艺术工作

的组织领导，把加强学校艺术工作作为一项品牌项目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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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广大学生投入校风学风建设。我校将持续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精神，加强文艺建设，以

丰富多彩的艺术课程和活动为载体，营造“讲品位、讲格调、

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艺术环境，培养富有情

操的高素质人才，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不断提高我校师生的

艺术素养，把我校的艺术教育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