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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艺术教育 2019-2020 年发展报告—

—南方科技大学 

 

一、 基本情况 

学校概况。南方科技大学是深圳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

展的时代背景下，创建的一所高起点、高定位的公办创新型

大学。南科大借鉴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办学模

式，以理、工、医为主，兼具商科和特色人文社科，在本科、

硕士、博士层次办学，在一系列新的学科方向上开展研究，

使学校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思想库和新知识、新技术的源泉。 

教育的本质是灵魂的教育，审美力才是人的核心竞争力。

南方科技大学艺术中心创立于 2016 年 8 月，是隶属南科大

人文社科学院的系级教学科研单位。作为南科大人文教育学

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中心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建成世

界一流的理工科大学艺术中心为愿景。结合南科大“创知、

创新、创业”的办学特色，艺术中心确立了“全方位艺术课

程+高水平艺术团+品牌校园文化+特色艺术研究”四位一体

的发展模式，致力于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及国际化、现代化的

创新型城市建设输送具有卓越审美品位与人文艺术修养的

跨学科创造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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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020年艺术中心将重点工作集中于教学、高

水平艺术团及品牌校园艺术文化、艺术学科研究及内部管

理四大方向，各项工作亮点突出。 

师资队伍情况。艺术中心现有核心教学团队 6人，音乐

方向 5人、美术方向 1人。分别为艺术中心主任、教授、旅

德女中音歌唱家毕宝仪，讲席教授刘辉，副教授温颖，青年

教师纪涛、皮晟、刘珂廷。其中，2020年引进著名男高音歌

唱家、音乐教育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名

师刘辉为艺术中心讲席教授，8 月引进旅俄钢琴演奏家刘珂

廷为艺术中心教学讲师。 

艺术中心积极组建高端人才队伍，中心聘任访问杰出教

授 2 名，分别为著名作曲家、美国文理科学院、美国艺术与

文学院终身院士陈怡教授和普利策奖获得者、著名作曲家周

龙教授。引进著名青年钢琴演奏家、“中国最具天赋的钢琴家”

张昊辰成为我校首位“驻校艺术家”。引进访问学者 2 名，分

别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副院长王小松教授，厦门大学

音乐学院臧艺兵教授。另有负责南科大艺术团日常教学排练

的外聘教师团队 21 人。中心教师团队大多具有海外留学背

景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为艺术中心搭建国际化的教学平台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费投入情况。2019年学校投入艺术教学经费 447万元，

2020年学校投入艺术教学经费 1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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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课程建设 

艺术中心不仅开设了一系列全方位、高水准的艺术通识课，

还定期邀请来自世界各地顶尖的艺术家和音乐家来校举办学术

讲座、艺术展，并采用了讲授短期精品艺术课程、开设大师班等

艺术知识传播形式。在 2018-2019学年共开设 40门课程，选

课人数 1374 人，总课时 1280 学时，开设 3 门英文课程。 

艺术中心特色讲座课“艺术与科学大讲堂”定期邀请来

自世界各地顶尖的艺术家和音乐家来校举办学术讲座。截至

2020 年 8月，共开设 146 期，其中 40%为科学类讲座，60%为

艺术类讲座。全年惠及 1300 人次，为学生打开学科的藩篱，

发掘科学和艺术相互关联的途径提供机会。2019年该讲座课

程全面升级，打造为在线慕课课程，并成功获批中央对地方

政府资助项目资金 100万元。 

2019年，由艺术中心独立管理的艺术团，与各书院、校

团委共同管理的特色艺术团再次进行资源整合、调整，目前

19 个校级艺术团实现蓬勃发展，艺术中心指导艺术团已覆盖

了全校各书院及部分部门。高水平艺术团成立至今校内惠及

人数约 3100人。现各书院旗下均有富含自身特色的艺术团，

完成了艺术中心构建校园艺术文化框架下艺术团的平稳转

型，实现学校对艺术活动“遍地开花”的要求。 

三、师资队伍建设 

艺术中心目前有 6 名专职教师，2名访问杰出教授，1 名

驻校艺术家，2 名访问学者及 21 位社团教师作为支持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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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艺术中心主任毕宝仪教授全面主持工作，其他专职教师与

访问学者除负责学校通识选修课教学及对艺术团的专业艺

术教育外，均在艺术科研与学科建设方向积极探索。社团教

师主要负责学校艺术团的专业艺术指导工作。 

专职教师 

著名旅德女中音歌唱家毕宝仪教授。中央音乐学院歌剧

中心特聘教授，“东师学者”讲座教授，马来西亚沙巴艺术

学院学术顾问，德国魏玛莱瑞克歌剧中心特聘教授； 

刘辉，讲席教授，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国

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名师； 

温颖，副教授，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多年从

教中国画专业本科及硕士研究生的技法教学与创作指导； 

纪涛，讲师，青年男高音歌唱家，硕士研究生导师； 

刘珂廷，讲师，旅俄钢琴演奏家，毕业于乌克兰敖德萨

国立音乐学院，获钢琴演奏博士学位及音乐艺术博士学位； 

皮晟，助教，音乐理论教师，先后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和台湾世新大学，获得艺术学硕士学位。 

访问杰出教授 

陈怡，毕业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师从吴祖强教授）及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周文中教授及达维多夫斯基教

授）的著名女作曲家。美国作曲家基金会理事、世界妇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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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协会顾问。入选美国文理科学院(2005年)和美国艺术与文

学院(2019 年)终身院士； 

周龙，音乐艺术博士。现任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音

乐舞蹈学院杰出作曲教授。2011年，周龙成为首位美籍亚裔

作曲家以他的第一部歌剧《白蛇传》获得第 95 届普利策音乐

奖，该剧由波士顿歌剧院与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委约并于

2010年在波士顿和北京首演。 

驻校艺术家 

张昊辰，著名青年钢琴演奏家、“中国最具天赋的钢琴

家”，毕业于柯蒂斯音乐学院，第十三届范克莱本钢琴大赛第

一名，第四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冠军，第四届柴可夫斯基国

际青少年音乐比赛冠军。 

访问学者 

臧艺兵，原厦门集美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香港中

文大学哲学（音乐人类学）博士，厦门市政协委员，厦门市

农工民主党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音乐口述史学会副主

席，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乐教育学会常务理

事，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民歌中国》特聘专家和策划人，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基地特聘研究员； 

王小松，著名画家、设计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委、《世界经典油

画大系》副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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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色艺术研究 

艺术中心积极组建了以毕宝仪教授为核心负责人的特

色艺术研究团队，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的艺术与科学结合

特色的研究工作。 

本年度艺术中心在研项目 5 个项目，出版 1 本论文集，

召开 2场全国性学术研讨会。 

项目： 

1.2018 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中

国当代原创歌剧艺术研究》，该项目预计于 2021年 2月 28日

结项； 

2.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

艺术基金歌剧导演人才培养项目资助》，该项目经过长达半

年的集中培训与分散培训，已于 2019 年 12 月 22 日在深圳

大剧院举行结业汇报演出； 

3.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项目《深圳市艺术

与科学论坛报告》，该项目已于 2019 年 3 月成功召开艺术与

科学研讨会，并于 2020年 1 月结项； 

4.2019 年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项目《针对于非艺术类

大学生的体态律动/原本性音乐教学》，该项目已于 2019 年

10 月结项，旨在推广体态律动原本性音乐教学； 

5.在线开放课程（MOOC）项目《艺术与科学大讲堂》备

受关注，艺术中心希望通过该项目，培养全方位发展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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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才。 

学术研讨会：艺术中心积极筹备研讨会，探索新时代背

景下的美育新模式、新路径、新的发展方向。2019 年 3 月主

办艺术与科学研讨会，共计 100余人参会；10月举办美育教

育研讨会，共计 200 余人参会。 

论文集：毕宝仪教授担任主编，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现

代出版社出版《艺术与科学论文集》1本。 

五、 管理机制的完善与创新 

2019年，艺术中心共在财务、人事、教学、艺术实践制

定了 16项相关制度。因中心教师岗人员限制，外聘授课教师

人数较多，2019年度经向多所对标高校调研，特针对外聘艺

术教师管理制定 4 项相关制度条例。未来五年将根据中心发

展状况，持续就行政、艺术实践、特色艺术研究等方面持续

完善相关制度。 

六、 经费投入 

（一） 教学 

艺术教学经费主要用于包括艺术大讲堂等精品课程的

建设，每期艺术大讲堂都会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

著名专家学者作为嘉宾，如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和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张

双南，艺术史家、当代艺术评论家、佛罗伦萨大学汉语专家

郭元平，著名打击乐家、体态律动家玛利亚娜·斯蒂芬·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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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克教授等。 

（二）校园文化及高水平艺术团建设 

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重点用于举办高水准的演出及活

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让南科大师生近距离感

受艺术的魅力。如“第三届‘礼’遇南科·中国传统文化节”、

“艺炫南科·现代艺术节”、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祖国颂”、

“绘南科·赞祖国”大型油画作品展等。在高水平艺术团建

设方面，主要用于聘请优秀专业教师作为各团的专业指导老

师，每周授课。 

（三）学术研究 

在学术研究方面，主要用于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如

南方科技大学艺术与科学研讨会、南方科技大学美育教育研

讨会等。 

七、 设施设备配置 

主要用于购置乐器、乐谱、书籍资料、画具、服装道具

等教学设施设备，如荔园 3栋音乐教室教学设备配备，钢琴、

一体机、投影仪、音响、工作站等。 

八、课外艺术活动 

艺术中心自成立以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演出活动。

一是组织艺术团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外各项重大活动。如民乐

团专场音乐会、交响乐团“夏至未至”室内乐毕业音乐会、

体态律动与即兴创编汇报音乐会、设计社国庆海报展、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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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绘南科·赞祖国”大型油画作品展、季风剧社《十二怒

汉》演出等；二是推进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如举办澳门大

学学生会戏剧社入校表演《苦尽甘来》、2019 深圳市名家名

剧进校园活动等；三是组织学生参与对外艺术交流活动。如

我校学子参加澳门旅游学院庆祝国庆七十周年和澳门回归

二十周年大湾区高校学生音乐会及塞尔维亚民族舞蹈团交

流等；四是指导学生外出参赛获奖。如指导我校学生在深圳

市“青年与廉洁”思辨创新大赛获得一等奖，指导致诚歌唱

社学生参与大学生青春健康歌唱大赛，获得个人优秀奖，指

导艺术团学生代表演唱歌曲《一路向南》获鹏城歌飞扬 2019

年深圳原创音乐第三季度获奖作品。 

九、校园文化艺术环境 

自艺术中心成立以来，校园文化艺术环境建设也在不断

加强。一是精品课程艺术与科学大讲堂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期期相约大师”已成为学校一块响亮的招牌；二是对“一

季一品”系列品牌活动进行全面升级，如春季的“礼”遇南

科·中国传统文化节、夏季的“艺炫南科·现代艺术节”、秋

季的科技体育艺术节、冬季的“爱国主义学生合唱大赛”等；

三是着力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打造校级高水平艺术团，在每

年度校级“十佳毕业生”评选中，艺术骨干占有一席之地，

2020年，更是约有三分之二以上获奖者拥有艺术中心艺术课

程及实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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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存在不足及改进措施 

由于艺术教育教学具有实践性与特殊性，学生良好艺术

素养的形成，是完善的硬件配套、充足的资金支持以及高水

平师资等因素多重作用的结果。以学界多所高校之同类艺术

教学机构为对标，南科大艺术中心在上述资源中仍存在一定

亟待解决的问题。 

1.教学活动空间受限 

根据艺术中心发展战略与规划策略，中心所属教学场地

需同时兼具艺术课程教授、艺术活动排演、研讨会或工作坊

等活动举办、艺术展览、乐器及艺术教具物品存放等多重功

能。而中心现仅有面积约 400平米的 2间教学场地，远不能

满足后续教育教学及校园文化建设发展需求。 

2.高水平艺术团建设经费缺口较大 

高水平艺术团培养运营及特色校园艺术文化建设为艺

术中心教育教学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 2020年，艺术中

心主办的校级艺术团体已发展至 21个，团员人数近 1000人，

在 19 位外聘指导老师指导下，迄今惠及学生超 3100 人。随

着高水平艺术团建设的快速发展，艺术中心近年来用于以团

建设的教育教学经费逐年上升，长远发展来看存在较大经费

缺口。 

3.引进人才力度较小 

由于理工科大学艺术人文教育的特殊性，艺术中心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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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仍存在教研平台尚未充分发展、艺术研究条件有待

完善、薪资待遇有待提升等问题，对国内外杰出艺术人才的

吸引力较为欠缺。 

十一、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深化教学改革 

深化教学改革制度，在理论课和实践课并重的前提下，

完善教育部要求的八个艺术方向课程体系建设。横向实现理

论课、实践课、讲座课共同发展的教学模式，开展全方位、

立体化的美育教育。制度改革将从三个方向出发：一是建设

美育课程群，包括五大类型（艺术鉴赏类、艺术与科学类、

艺术史论类、艺术批评类、艺术实践类）及六大学科（音乐、

美术、舞蹈、戏剧、戏曲、影视）；二是加强进阶式课程建设，

设置无基础普及性的初阶班（艺术实践 I）和项目化成果性

的高阶班（艺术实践 II）的教学模式；三是加强短期课程和

线上课程建设。 

（二）建设美育教师专家库 

集合在任教师、访问学者、驻校艺术家、短期课程专家、

讲座专家、外聘教师、在线慕课教师、跨学科专家等各类资

源，依托科学与技术协会建设我校美育教师专家库，专家库

做到分层分类，形成学科型专家、跨学科专家、学术性专家

等，对我校美育工作的课程建设研究、教学改革研究、学术

创新研究、科艺结合研究等提出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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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具有艺术发展特色的教研机构 

以教改促教研，教科研一体化模式建设具有艺术发展特

色的教研机构（教研室或工作室）。一是梳理学科发展特点，

找寻学科关联性研究方向（民歌、戏曲）；二是整合学校重点

发展的新材料、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学科资源，

探索跨学科教学研究方向（嗓音肌理、音乐治疗等）；三是组

建教研团队，创新团队模式，可吸纳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学生、

管理人员等跨学科成员进教研机构。 

（四）着力提升高水平艺术团及校园文化建设 

深化以“一季一品”、“一生一艺”为目标的校园文化建

设战略，积极推动校内高水平艺术项目“走出去”，并将校外

精品艺术活动“引进来”，形成有限艺术资源的良好循环互动，

助力培养具有极高艺术审美品位的综合性理工科人才。 

（四）着力打造科研平台 

自 2018 年起，艺术中心确立了以提升艺术与科学融合

发展为目标的科研方向。搭建多门类艺术工作室——“戏剧

研究工作室”致力于中国原创戏剧发展与歌剧排演人才培养；

“艺术与科学工作室”致力于艺术与人工智能、医学、应用

语言学的交叉创新研究；“创意设计工作室”致力于创意设计

研究；“音乐教育工作室”致力于美育教育研究和创新音乐教

育研究。 

艺术中心将继续深化四大方向的特色艺术研究，逐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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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门类完整、结构合理、科艺结合的特色艺术研究模式，并

产出多项重要研究成果，持续激发艺术科学交融中的创造之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