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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南大学艺术教育发展报告 

 

2015 年，中南大学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坚定不移地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艺术文化建设全过程，努力营造

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良好艺术文化环境，切实增强学生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

文素养，采取多项措施推进艺术教育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课程建设 

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2015

年，学校总共开设本科生艺术公选课 7 门，每门课 2 个学分，选

课人数均在 120 人左右。其中，《电影音乐赏析》只在春季开设，

其它课程春秋两学期均开设。这 7 门课程涉及美术、书法、音乐、

舞蹈四个方面，分别是：《美术欣赏》、《毛笔书法》、《大学生音

乐修养》、《歌唱艺术》、《电影音乐赏析》、《通俗音乐赏析与创作》

和《舞蹈艺术欣赏》。与 2014 年相比，学校新增了《歌唱艺术》

和《电影音乐赏析》这两门课程，丰富了课程的形式，提高学生

审美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二、师资力量 

学校艺术课程教学主要是由建筑与艺术学院承担，学院现有

专任教师 117 人，其中，教授 19 人、副教授 31 人，博士生导师

9 人，硕士生导师 51 人，讲师 65 人，助教 2 人。同时，聘请了

一批国内外高水平学者和艺术家、设计家担任兼职教授和研究生

导师。学院十分注重人才质量，致力于培养厚基础、高素质的创

新型建筑与艺术精英人才，学生每年均获得多项国际、国内大奖。

目前，开设艺术公选课的师资集中在美术学、音乐与舞蹈学两个

专业方向。其余艺术类专业教师均可作为艺术公选课后备师资力

量。为加强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学校团委聘请了 5 名校内外艺术

类专家作为校学生艺术团的指导老师（其中包括著名相声演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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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并邀请国内外知名演出团队（或个人）来校演出和指导，

如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著名相声演员大兵等，对

丰富大学生校园艺术生活和推动校园文化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经费投入 

在经费保障方面，学校从教学经费、基本科研业务费、学生

社团建设专项经费、学生艺术团专项经费等方面对艺术教育提供

经费支持。近年来，用于艺术教育的经费整体呈现上升态势，有

力保障了艺术教育发展的基本需求。加强了艺术楼的条件建设，

配备了高规格的音乐多功能厅、琴房、展厅和陶艺工作室，可供

全校师生开展艺术活动使用。新建素质教育大楼专门作为全校学

生课外艺术活动场地，拨付 250 余万元专款用于老校区演出场所

设备和家具的维护和添置。建筑与艺术学院图书馆今年正式向师

生全面开放，图书馆环境优雅，资料丰富、系统、全面，包括与

产品设计，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音乐表演和艺术学相关的

书籍，更方便师生对艺术课程知识的了解及学习。 

四、课外艺术活动 

2015 年学校以育人为宗旨，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坚持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导向，积极开展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体现向真、向

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特质，不断提升校园文化艺术氛围。

2015 年，举办原创毕业舞台剧《青春·我们》演出、“雅韵中南

——熟悉的旋律”中南大学 2015 毕业交响音乐会、“印象中南”

中南大学迎新文艺晚会等全校性艺术活动 10 余场次；举办了维

也纳爱乐 5+1 大提琴音乐会、中央歌剧院走进中南大学专场演

出、湖南省曲艺家协会“曲艺进校园”中南大学专场演出和“雅

韵三湘”大型花鼓戏《我叫马翠花》专场演出等多场“高雅艺术

进校园”活动；组织校学生艺术团和建筑与艺术学院开展了“情

系阜平，携爱同行”文艺演出志愿服务活动和“铭记历史，振兴

中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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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演出，演出活动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领导的高度评

价；在参加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获得两项银奖和一

项铜奖的好成绩，组织学生参加湖南省第二届青年文化艺术节获

得 14 项金奖，并获优秀组织奖，同时推选文艺拔尖人才参加各

类大型演出比赛活动获得优秀成绩，如谢雨攸同学作为全国本科

生代表被央视节目组选入和央视著名主持人尼格买提、李思思共

同主持“五月的鲜花”全国大学生文艺汇演，谷籽键同学在香港

举行由亚洲音乐家协会主办的第五届 2015 香港国际小提琴大赛

中，力夺青年组第二名的好成绩。 

 

中南大学 2015 年度主要艺术活动一览表 

序号 活动名称 时  间 地  点 主办/承办单位 

1 
“中英视觉印象”主题设计

教学成果展 
2015.02.07 英国考文垂大学 英国考文垂大学、中南大学 

2 “视觉研究”学术报告 2015.02.27 英国考文垂大学 英国考文垂大学、中南大学 

3 

“Value Flow of Resource 

Based Design Thinking”学

术报告 

2015.03.13 
美国辛辛那提大

学 DAAP 学院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中南大

学 

4 
“城市视觉管理心理行为研

究”学术报告 
2015.03.14 北京 

国际城市规划与管理国际学

术委员会、中南大学 

5 中国传统文化讲座 2015.03.17 建筑艺术学院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6 “中英视觉印象”设计展 2015.03.27 新校区图书馆 中南大学、英国考文垂大学 

7 

第二届湖湘景观设计艺术大

赛暨景观原创作品展颁奖典

礼 

2015.04.11 
建筑与艺术学院

音乐厅 

湖南省文联、湖南省设计艺

术家协会、中南大学 

8 
中国书法艺术国际交流研讨

会 
2015.04.17 建筑艺术学院 

中南大学、德国美因茨大学

艺术学院 

9 

“雅韵中南”湖南省曲艺家

协会“曲艺进校园”暨中南

大学学生曲艺团专场演出 

2015.4.22 南校区礼堂 

湖南省曲艺家协会、中南大

学 

中南大学团委 

10 
“相见、相知、相爱”首届

新生风采大赛 
2015.04.26 

建筑与艺术学院

音乐厅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11 
建筑与艺术学院 2015 年创

新创业年会 
2015.05.07 中南艺术讲堂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12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方晓风教

授讲座 
2015.05.08 中南艺术讲堂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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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内画鼻烟壶主题讲座及展览

活动 
2015.05.08 建筑艺术学院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14 
“翰墨有声”研究生书法作

品展览 
2015.05.12 

建筑艺术学院 

一楼展厅 

中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建

艺院研究生艺术修养基地、

建艺院研究生会 

15 
“雅韵中南”久石让系列专

场音乐会 
2015.5.17 校本部立功厅 中南大学团委 

16 
建筑与艺术学院 2015 届艺

术硕士毕业设计创作展 
2015.05.19 

建筑艺术学院 

一楼展厅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17 日用产品课程作业展览 2015.05.13 

建筑艺术学院 

一楼展厅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18 
维也纳爱乐 5+1 大提琴音乐

会暨中国巡演中南大学专场 
2015.5.26 中南讲堂 中南大学团委 

19 
“红色青春”2015 届音乐表

演系专业汇报晚会 
2015.05.29 

建筑与艺术学院

音乐厅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20 景观与环境艺术项目成果展 2015.06.04 

巴塞罗那加泰罗

尼亚理工大学建

筑学院展厅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

学、中南大学 

21 
《青春·我们》校园原创毕

业舞台剧湘港两地交流专场 
2015.06.08 南校区礼堂 中南大学团委 

22 
“凯歌声韵”冯凯旺本科生

毕业独唱音乐会 
2015.06.12 

建筑与艺术学院

音乐厅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23 
“墨泰杯”奖学金成立暨颁

奖仪式 
2015.06.12 

铁道学院创业南

楼评图室 

中外建深圳分公司、中南大

学教育基金会、中南大学建

筑与艺术学院 

24 
“书道中南”2015 届书法硕

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 
2015.06.14 建筑艺术学院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建筑与艺术学院书法研究所 

25 

“雅韵中南——熟悉的旋

律”中南大学 2015 毕业交响

音乐会 

2015.06.16 南校区礼堂 中南大学团委 

26 
“放飞梦想，红色记忆”中

南大学桃源专场演出 
2015.06.30 

桃源县梨园百利

剧院 

桃源县梨园百利剧院、中南

大学 

27 

中南大学“四进阜平”志愿

服务活动之“情系阜平 携爱

同行”文艺专场演出 

2015.07.26 
河北阜平龙泉关

镇、城南庄镇 
中南大学团委 

28 三宝垄书画协会艺术论坛 2015.07.26 三宝垄书画协会 三宝垄书画协会、中南大学 

29 
“书法艺术是技与道提升”

书法艺术讲座 
2015.08.31 中南艺术讲堂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30 
“铭记历史，振兴中华”专

场文艺演出 
2015.09.01 长沙舟桥部队 中南大学团委 

31 
“印象中南”中南大学迎新

文艺晚会 
2015.09.20 南校区礼堂 中南大学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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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15 年度艺术硕士（MFA）

作品联展 
2015.09.21 

建筑与艺术学院

一楼展厅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33 
“概念的演变：约翰·鲁伯

特作品介绍”主题讲座 
2015.10.14 

建筑与艺术学院

一楼展厅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34 

“舞出风采，青春飞扬”第

三届中南大学校运会健美操

大赛 

2015.10.11 
升华学生公寓 

二食堂前坪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35 
美国马里兰大学－中南大学

联合教学研讨会 
2015.10.20 建筑艺术学院 

美国马里兰大学美术学院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36 

中央歌剧院“2015 年高雅艺

术进校园”中南大学专场演

出 

2015.11.01 南校区礼堂 
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 

中南大学、中南大学团委 

37 

中南大学名师名家学术论坛

之智能制造背景下的工业设

计 

2015.11.05 中南艺术讲堂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中南大学青年科协 

38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笔下的胜利”书法比

赛 

2015.11.12 铁道学院创南楼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39 
第二届中南大学“校园好声

音”校园歌手大赛 
2015.11.20 南校区礼堂 

中南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

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建

筑与艺术学院 

40 
“生命如水，同心畅流”主

题心理短剧大赛 
2015.11.21 南校礼堂 

中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

心、中南大学心理健康协会 

41 
青年教师周智辉个人原创舞

蹈专场“舞者归来” 
2015.11.22 

中南大学建筑与

艺术学院音乐厅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42 

“雅韵三湘”高雅艺术进校

园大型花鼓戏《我叫马翠花》

中南大学专场演出 

2015.11.26 南校区礼堂 
湖南省文化厅、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团委 

43 
首届湖南省高校艺术学科院

长（系主任）论坛 
2015.11.28 

中南大学建筑与

艺术学院 

湖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

办公室、中南大学承办 

44 
“FACE TO FACE”李嘉玲版

画作品展 
2015.11.30 

建筑与艺术学院

一楼展厅 

中南大学研工部、建筑与艺

术学院研究生艺术修养提升

基地 

45 
“印刷不等于版画”主题讲

座 
2015.12.02 中南艺术讲堂 中南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