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1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南京艺术学院

代码：10331

授 权 学 科

（ 类 别 ）

名称：艺术硕士

代码：1351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硕 士

2022 年 3 月 10 日



目 录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1

（一）培养目标..........................................................1

（二）学位标准..........................................................1

二、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2

（一）培养领域及方向....................................................2

（二）培养特色..........................................................3

（三）师资队伍..........................................................4

（四）教学、创作支撑平台................................................5

（五）奖助体系..........................................................7

三、本年度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8

（一）招生选拔..........................................................8

（二）思政教育及学风建设................................................9

（三）课程教学.........................................................11

（四）实践创作成果.....................................................12

（五）导师队伍建设.....................................................22

（六）学位质量保障.....................................................23

（七）就业发展.........................................................23



1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南京艺术学院于 2005 年获批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

系全国首批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培养试点院校之一。学校于

2005 年开始招收在职艺术硕士生，2009 年开始招收全日制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016 年开始招收非全日制艺术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目前，学校在音乐、电影、广播电视、

舞蹈、美术和艺术设计等 6 个专业领域招收和培养艺术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2021 年度，学校录取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共计 485 名，其中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408 名，非全

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77 名。截至 2021 年底，艺术硕士专业

学位在校研究生总计 1434 名，其中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1099 名，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335 名。

（一）培养目标

我校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旨在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

针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系统专业

知识、高水平专业技能、良好综合素养、一定艺术造诣及适

应文化艺术事业和产业发展的高层次应用型艺术专门人才，

能够胜任艺术团体、院校、艺术场馆、文化馆站、各类媒体、

文艺事业单位、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等所需的创作、表演、教

育、管理、策划等相关工作。

（二）学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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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写的

《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结合

我校艺术硕士教育具体情况，学校制定了《南京艺术学院艺

术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标准》，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应广泛学

习人文社科的基础知识，系统掌握各专业领域相关专业方向

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二是应接受与职业发展相匹配的实

践训练；三是应具备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将实践创作与理

论研究相结合的能力，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四是我校采取

课程学习、学年实践、艺术实践等相结合的培养方式，修满

50 个学分方可参加论文答辩；五是我校艺术硕士须完成毕业

作品并取得合格后，参加论文答辩并合格后，方能毕业并获

得学位。

二、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

（一）培养领域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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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特色

1.以专业方向分蘖推动学位点创新。

学校分类编印了全日制、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方案，以进一步体现专业领域及方向区分度、并突出专业方

向设置的应用性和引领性。

2.以“实践课程+实践展示”领航专业技能教学。

课程环节，设置实践性“开放课程”，以教师承担的行

业实践项目，或专业实践课题为课程主体内容。实践环节，

设置学年实践和毕业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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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多学科汇通”养成学生综合艺术素养。

学科交叉融合、专业跨界融通、艺术技法融会、政企项

目融入的“四融”教育模式，开始凸显艺术人才培养效能。

4.以“毕业嘉年华”构筑大型展演平台。

学校每年将 700 亩校园整体作为展演场所隆重推出

“5·20 毕业展演嘉年华”。本着“一校展演，全城盛宴”

的理念，以集中展示我校教学与创作成果。

5.以服务社会提高人才适应能力。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复排歌剧《秋子》、创作大型音乐剧《落樱成梅》；

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设计公祭鼎；为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设计徽标。

（三）师资队伍

我校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授课教师总数 177 人，包

括专任教师 165 人，行业教师 12 人。

1.专任教师情况

从职称情况来看，正高职称 85 人，副高职称 80 人；从

学位层次情况来看，具有博士学位 70 人，硕士学位 60 人，

具有硕士学位以上教师占 78.79%；从年龄结构情况来看，45

岁及以下 69 人，46 岁至 59 岁 65 人，60 岁及以上 29 人，

60 岁以下的专任教师占比 82.42%；专任教师中，有 161 名

研究生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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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教师情况

行业教师共计 12 人，其中正高职称 9 人，副高职称 3

人。

（四）教学、创作支撑平台

1.教学、创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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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艺术实践及创作设施

音乐专业领域：拥有 5000 平方米音乐厅，600 平方米演

奏厅，500 平方米演出剧场，400 平方米声音与图像实验室，

400 平方米排练厅等。

电影专业领域：拥有 450 平方米电影博物馆，350 平方

米演艺剧场，300 平方米数字录影棚，150 平方米虚拟演播

室，150 平方米影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

广播电视专业领域：拥有 2000 平方米国家级数字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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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试验教学中心，500 平方米虚拟现实艺术实践教育中心，

250 平方米传媒艺术跨学科综合训练中心等。

舞蹈专业领域：拥有近 500 平方米江苏民间舞实验室，

总计 3000 余平方米教学练功房等。

美术专业领域：拥有展览面积 6000 多平方米美术馆，

1000 多平方米版画艺术试验教学中心，750 平方米现代雕塑

综合材料试验教学中心、江苏省书法创作研究中心，1000 多

平方米专业画室等，并设有无锡阳山、丽水石塘等 21 个校

外实习、写生基地。

艺术设计领域：拥有陶瓷工艺、漆艺术、服装、平面设

计、环境艺术、模型工艺、印染工艺、织绣工艺、金属工艺、

玻璃工艺、木工工艺、丝网印刷、首饰、数码手工艺等专门

实验室或工作室，330 平方米工业设计数字化制造应用实验

教学中心。

（五）奖助体系

1.奖助体系一览表



8

2.本年度奖助情况

14 人获“2021 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635 人获

“2020-2021 学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73 人获 2020-2021

学年“优秀研究生”荣誉称号，24 人获 2020-2021 学年“优

秀研究生干部”称号，44 人获 2021 届“优秀毕业生”殊荣。

三、本年度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一）招生选拔

2021 年报考我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数为 3118 人，

录取人数为 485 人，录取比为 15.55%。生源充足、来源多元

化，录取结构比较合理，被录取考生质量较高，基本达到了

选拔优秀人才的初衷和目的，为提高我校研究生教育质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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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入口关。

（二）思政教育及学风建设

1.针对性开设思政课程，深度挖掘课程思政内涵。

从艺术院校的实际出发，针对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特点，形成了适应艺术院校的、独特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体系；充分利用适合艺术院校的视频教学资料、文字教学资

料、名人名言，开展和加强艺术生的社会责任感教育。

2.积极科学筹划，初步健全我校思政教育工作体制机制。

2021 年，我校明确了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分管校领导；明

确了研究生部统一负责学校研究生思想教育与管理工作；明

确了各培养单位研究生思想教育与管理工作由分管学生工

作的副书记负责。逐步健全了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立了研

究生辅导员队伍开展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

3.树立品牌意识，着力打造研究生思政工作精品工程。

“+”是每年围绕当年主题，结合研究生的专业特点，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2021 年主题为“研创+党史学习教育”，

各二级学院围绕这一主题，结合学院优势、专业特点，精心

组织，积极开展了 24 项丰富多彩的学术、展演、创作等活

动，相关成果已在我部官微陆续推出，弘扬红色文化，传播

正能量。

4.筑牢政治意识，努力上好研究生新生“思政第一课”。

充分利用开学第一堂思政课集中、全面的优势，邀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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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给研究生上第一堂思政课,认真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建党 100 周年大会、全国教育大会、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精神。各学院加强理想信念、意识形态、“四史”、校

史、校园安全、校纪校规等内容的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

5.加强服务意识，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管理水平。

一是积极实施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严格按照规定，开

展了系列评奖评优活动。保证广大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同

时激发他们的创作、科研潜力，全面推进资助育人。二是全

力改善研究生住宿软环境，加强宿舍文化建设，提高入住宿

舍的舒适度。

6.推进改革创新，大力开展研究生社团活动。

根据团中央、团省委部署和校党委的安排，在校团委和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指导下，积极开展相关工作。2021 年 3 月，

召开我校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让研究生会和学生社团组

织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7.加大研究生学风建设推动力，多方式、多渠道开展学

风建设。

一是举办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活动，邀请校内外专

家采用“云讲座”的方式，组织学术诚信教育专题讲座；二

是组织修订、积极宣传《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手册》（二〇

二一年版），规范在校研究生言行举止，强化规章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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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强和明确学风方面的要求。

（三）课程教学

1.适时修订调整培养方案。

及时跟进全国艺教指委的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以培养

方案修引领艺术硕士教育的改革发展。修订编印了《南京艺

术学院研究生培养方案（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和南京

艺术学院研究生培养方案（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两

卷。

2.实施模块化课程体系。

课程教学严格依据我校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

养方案实施细则开展。课程体系由公共基础课（8 学分）、

专业必修课（20 学分）、选修课（10 学分）、实践环节（12

学分）四部分组成。修满 50 个学分方可参加毕业考核。契

合专业方向特点，针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开设近 300 门

核心课程，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开设约 270门核心课程。

3.统筹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培养。

培养方式方面，全日制专业学位学制 3 年，学习年限最

长不超过 4 年（包括休学），学习方式：全日制脱产。非全

日制专业学位学制 4 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5 年（包括休

学），学习方式：非全日制。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的

毕业考核均实行实践展示和学位论文答辩并举的考核要求。

4.构建全过程艺术实践训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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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环节，设置实践性开放“开放课程”；实践环节，

设置“学年实践”和“艺术实践”环节。“毕业环节，实行

学位论文与毕业作品并举的考核要求。毕业作品展示安排在

答辩前进行，展演合格者方可参加论文答辩。

（四）实践创作成果

1.江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学校坚持艺术创作与科学研究并重的学位点建设宗旨，

专业设置倡导艺术实践前沿问题探索，鼓励专业学位研究生

深入总结创作实践规律，形成了“实践-理论-实践”的专业

建设模式和理论研究反哺艺术创作的学位点建设特色。做好

“江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组织申报工作，并及时

出台《研究生实践创新项目配套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2.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赛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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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学位点代表性专业实践活动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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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导师队伍建设

1.注重内培外引，不断充实研究生导师队伍力量。

一方面适时开展了研究生导师遴选增列工作。本年度增

列 13 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另一方面，有针对性的

引进外部优秀师资。聘任南京博物院等知名专业实践领域的

教师担任兼职导师，聘任兼职硕导 4 名。

2.强化制度引领，构建“三位一体”研究生导师管理体

系。

修订出台《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修

订）》，该管理办法与原有《南京艺术学院关于规范校领导

班子成员指导研究生工作的管理办法（试行）》《南京艺术

学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试行）》，共

同构建形成“三位一体”的导师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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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位质量保障

1.加强规范管理，不断优化完善学位授予管理制度。

《关于在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增设论文写作指导必修课

程的通知》《关于成立南京艺术学院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

的通知》《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格式与规范（修

订）》《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规范（修

订）》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及修订，进一步夯实了我校研究

生学位授予质量的基石。

2.强化过程管理，着力建构学位授予全方位管理体系。

强化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前评阅、正式答辩等 5

个关键环节的把控，构建全过程管理模式；着力落实开题报

告规范、论文盲审评阅标准、学位论文撰写格式与规范、学

术诚信承诺、答辩仪式流程等 5 项规范，构建全规范运行模

式。通过实施上述“5 环节+5 规范”的新模式，着力构建全

链条、全闭环的学位管理体系。

3.突出示范引领，认真做好优秀学位论文组织评选工作。

本年度共有 3 名专业学位毕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获得

“冯健亲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根据《关于公布 2021 年江

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的通知》（苏学位字

〔2021〕5 号），我校获得江苏省优秀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

文 2 篇。

（七）就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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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大研究生就业工作指导力度，促进高质量就业。

贯彻上级就业政策，营造积极的就业导向氛围，宣传、

组织我校研究生积极参加江苏省选调生选拔考试、江苏省村

官选拔考试等，鼓励研究生到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增强服务意识，发挥研究生就业指导导向作用。

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拓宽就业渠道。同时通过

网站、新媒体等途径加大对我校毕业生的推荐力度，传达有

关就业政策、发布用人信息，让广大研究生及时了解就业、

创业政策的动态，为毕业研究生就业提供更多空间和领域。

3.落实主体意识，大力促进研究生就业。

认真落实就业工作“一把手”责任制，加强就业工作的

统筹、规划作用，积极组织和参与大型校园招聘会、专项招

聘会，接待用人单位来访，吸引用人单位来我校招贤纳才。

主动与用人单位沟通、交流，建立长久良好合作关系，坚持

不懈推进就业指导工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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