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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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舞蹈学

代码：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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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向...................................................................................................................1

（三）师资队伍...................................................................................................................2

（四）教学、科研、创作支撑平台...................................................................................2

（五）奖助体系...................................................................................................................3

二、本年度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4

（一）招生选拔机制...........................................................................................................4

（二）思政教育及学风建设...............................................................................................5

（三）培养过程建设与成果...............................................................................................7

（四）导师队伍建设...........................................................................................................10

（五）学位质量保障建设...................................................................................................10

（六）就业发展与社会服务...............................................................................................11



1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培养目标

音乐与舞蹈学学位授权点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

客观严谨的研究精神，培养具有中国精神、世界眼光，专业

理论功底扎实的硕博士研究生。将“立德树人”教育思想引

领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努力将课堂打造为塑造学生灵魂的主

渠道、主阵地，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

一体。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以师德修养为引领，以学生

德育为重点，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注

重教育实效，实现知行合一。坚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引

导学生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树

立正确的艺术观和学术观，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

增强文化自信。要求学生遵循学术研究规律和学术自由原则，

拥有音乐与舞蹈学学科研究完备的知识结构以及跨学科研

究的理论与方法，培养全面发展的多元化研究生。

（二）培养方向

音乐与舞蹈学学位授权点博士研究生招生培养方向包

括：近现代作曲技法的理论与实践、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综

合研究、音乐美学、中国传统音乐美学、音乐教育、音乐人

类学、民族音乐学、东方音乐文化、民族声乐表演理论研究、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音乐分析、乐器学研究、舞蹈理论



2

与美学、中国现当代舞蹈史。

硕士研究生招生培养方向包括：音乐美学、音乐教育理

论、音乐表演艺术理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

音乐史、东方音乐、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西方音乐史、

中国传统音乐、当代音乐研究、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当代

音乐研究、和声、流行音乐研究、音乐传播、乐器学研究、

舞蹈理论与美学、中国现当代舞蹈史。

（三）师资队伍

2021年本学位授权点在校研究生共119人，其中博士研

究生32人、硕士研究生87人。专职研究生导师24人，其中博

士生导师9人、硕士生导师17人；教授13人、副教授11人；

具有博士学位19人、硕士学位3人。

（四）教学、科研、创作支撑平台

1.特殊时期完善教学工作

为贯彻落实艺术学类研究生培养目标和学位的要求，编

印《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培养方案》，并结合各专业方向特

点分别制定教学计划，设置模块化课程体系。疫情期间的各

项工作，确保教学质量不降低，及时制定并实施了综合性教

学方案。针对课程进行系统梳理，压实导师主体责任，规范

授课教师和研究生线上教学与学习的行为准则。

在特殊时期做到一手抓防疫，一手抓质量。参照学校颁

布的学位论文答辩相关工作方案，创新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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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对学位论文盲审、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毕业展演、学位

论文答辩等学位授予关键环节均作出可实施的对应预案，有

序高效地完成了 2021 年度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

2.深化科研引领作用

2021 年本学位授权点获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

目 1 项、国家艺术基金 2 项、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

1 项、江苏省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 2 项、江苏省艺术基

金 3 项、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12 项，获江苏省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 项、江苏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奖

4 项。

依靠“音乐与舞蹈学优势学科（三期）”科研项目和科

研经费，为研究生教学提供支撑。成功举办“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人才培养一百周年系列活动”“音乐学系建系20周年暨

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研讨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

项目开题论证会”等重要活动，为研究生提供学习平台，把

握专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学界前沿动态。

（五）奖助体系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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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实施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奖助学

金保障作用。严格按照规定，以“严”“实”为根本原则，

按照民主集中制方式，开展了系列评奖评优活动。2021年本

学位授权点共5人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70人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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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业奖学金”，12人获“优秀研究生”荣誉称号、3人获

“优秀研究生干部”称号，9人获“优秀毕业生”殊荣。同

时，按时足额发放研究生助学金，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

研究生奖助体系

奖、助、贷名称 资助水平 资助对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博士：3万元/年/生

硕士：2万元/年/生

全日制在校二年级、三年级研究

生（含定向、非定向）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博士：1万元/生

硕士：0.8万元/生

一年级全日制博士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博士：一等奖 1.2 万元/生；二等奖 1万元/生；

三等奖 0.8 万元/生；硕士：一等奖 1万元/生；

二等奖 0.8 万元/生；三等奖 0.6 万元/生。

（一等奖 20%，二奖 30%，三等奖 50%）

二、三年级全日制博士

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博士：1.35 万元/年/生 硕士：0.6 万元/年/生 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

国家助学贷款 1.2 万/年/生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名

人

名

企

奖

学

金

刘海粟奖学金 0.8万元/年/生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陈之佛奖学金 0.1万元/年/生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谢海燕奖学金 0.1万元/年/生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亚明奖学金 0.1万元/年/生 应届毕业生

瑞华文化产业奖学金 提名奖：1万元/年/生、优秀奖：2万元/年/生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甲古文创意奖学金 0.8万元/年/生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陈淑芬音乐剧奖学金 0.8万元/年/生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二、本年度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一）招生选拔机制

音乐与舞蹈学学位授权点博士、硕士研究生录取最低分

均高于国家规定的录取分数线，2021年博士报考人数是录取

人数的9倍以上，硕士报考人数是录取人数的5倍以上，报考

生源充足。报考、初试、复试、面试过程严格规范，符合国

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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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政教育及学风建设

1.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坚守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

充分践行“课堂思政、思政课堂”的理念，继续发挥思想政

治理论课在研究生教育管理中的主体阵地作用，让专业与思

政结合，德育与智育相得益彰。二是创新教育管理方式，全

力构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格局。在加强传统教育方式

的基础上，重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构建新时代背景下多

渠道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充分利用“学习强国”等新媒体

平台，实现思政教育管理线上线下同步走的目标。三是加强

研究生党建平台建设，强化育人机制。加强研究生党建的指

导工作，探索、创建本授权点研究生党建工作的联动模式，

以党建引领思政工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培养充足的后备

力量。四是进一步探索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体制机制。

2021 年 6 月，音乐学院主办“永远跟党走 筑梦新时代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专场音乐会”，将思政教

育融入音乐表演，以赞歌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精选《红色娘

子军》《七律·长征》《保卫黄河》等红色经典曲目，首演

原创作品《红船启航》，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同

进步、共成长的光辉历程娓娓道来。研究生积极参与演出，

通过独唱、合唱、器乐演奏及交响乐的形式展开了一幅激荡

百年、波澜壮阔的画卷，使观众沉浸其中、深感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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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流行音乐学院组织研究生参加了由中共江

苏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铭记光辉历史，汲取红色力量”主题

学习教育活动。通过观看图片、图表、档案文献、文物实物

等，重温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的百年征程。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2021年12月舞蹈学院组织参加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教育厅主办的紫金文化艺术节。经过专家评审，我单

位选送的原创舞蹈诗剧《南京轶事》获江苏省大学生戏剧展

演长剧类一等奖、优秀指导教师奖、优秀组织奖。该原创舞

蹈诗剧以戏剧结合“四史”教育的形式，结合校史文化、代

表性人物和杰出校友等资源，讲述在党的领导下南京青年学

子爱党爱国、志向远大的励志事迹。

2.研究生学风建设方面

一是搭建学术活动平台，强化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组

织开学典礼、入学教育、新生汇报等活动，使研究生新生入

学便感受到良好的学风。二是强化规章制度建设，开展学术

规范宣传教育。通过研究生处、研究生会官方公众平台，大

力宣传并落实新修订的《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格式与规范》《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

规范》，进一步增强和明确学风方面的要求。三是完善研究

生资助体系，全面推进资助育人。按时足额发放研究生助学

金，以“严”“实”为根本原则，开展列评奖评优活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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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主办“庆祝南京艺术学院音乐人才培养一百周年系列活

动”，生动再现了南艺音乐人才培养的风雨沧桑、自强不息

的百年奋斗历程，将学风教育内化于心，为培养新时期德才

兼备的高层次音乐人才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三）培养过程建设与成果

1.课程建设情况

序号 核心课程 主讲教师

1 20 世纪音乐研究 冶鸿德

2 传统音乐与音乐传统 薛雷

3 当代音乐热点问题研究 钱庆利

4 当代中国音乐表演实践 范晓峰

5 歌曲创作与编配 臧恒

6 乐律学 张振涛（兼职导师）

7 民族器乐曲创作 许志斌

8 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杨曦帆

9 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理论与实践 麻莉

10 音乐哲学与美学 宋瑾（兼职导师）

11 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 宋瑾（兼职导师）

12 现代音乐作曲技法 许志斌

13 新音乐学专业文献导读 屠艳

14 艺术人文研究 杨曦帆

15 音乐表演美学 范晓峰

16 音乐教育方法论研究 范晓峰

17 音乐教育现状考察与教学实践 王欣

18 音乐考古学概论 王晓俊

19 音乐史学原理 屠艳

20 音乐文献学基础 王晓俊

21 音乐作品综合分析 许志斌

22 指挥法 徐志廉

23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 刘承华

24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史 陈洁

25 作曲技术理论 许志斌

26 近现代作曲技法的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 邹建平

27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综合专题研究 王建元

28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专题研究 刘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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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音乐教育专题研究 范晓峰

30 音乐人类学专题研究 杨曦帆

31 民族音乐学专题研究 张振涛（兼职导师）

32 东方音乐文化专题研究 杨曦帆

33 民族声乐表演理论专题研究 李双江（兼职导师）

34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专题研究 施咏（兼职导师）

35 音乐美学专题研究 范晓峰、刘承华

36 音乐教育理论专题研究 范晓峰、杨曦帆、麻莉、王欣、张振涛（兼职导师）

37 音乐表演艺术理论研究专题研究 范晓峰

38 中国古代音乐史专题研究 钱慧

39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题研究 陈洁、钱慧

40 东方音乐专题研究（硕士） 麻莉

41 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专题研究 杨曦帆、张振涛（兼职导师）

42 西方音乐史专题研究 屠艳

43 中国传统音乐专题研究 陈洁、李小戈、张振涛（兼职导师）

44 当代音乐研究专题研究 张振涛（兼职导师）

45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题研究 许志斌

46 音乐分析专题研究 贾达群

47 媒体创意与策划 冯玲

48 音乐社会学 冯玲

49 创意音乐 陈治

50 音乐产业专题研究 黄德俊

51 音乐传媒技术应用-2 章崇彬

52 中国当代舞剧创作研究 于平（兼职导师）

53 舞蹈写作 于平（兼职导师）

54 中外舞蹈思想研究 于平（兼职导师）

55 中国舞蹈原始发生和历史构建 于平（兼职导师）

56 中国古代舞蹈研究 于平（兼职导师）

57 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 于平（兼职导师）

58 中国当代舞剧专题研究 许薇

59 民族音乐舞蹈学 杨曦帆

60 舞剧及舞蹈编导学 许薇

61 舞剧及舞蹈创作理论 许薇

62 舞蹈编导学 许薇

63 民族舞蹈学理论与方法 叶笛

64 舞蹈批评与写作 叶笛

65 当代舞蹈编创 张立夫

66 舞蹈风格性研究 郑阳

67 传统舞蹈表演 赵佳

68 当代舞蹈表演 邹军

69 舞蹈美学 翁再红

70 传统舞蹈编创 万素（兼职导师）

71 舞蹈音乐剪辑 范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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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训练情况

（1）贯彻“科研训练”全过程培养制度

根据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要求，在培养计

划中专门设置“科研实践”必修环节。要求研究生在读期间

必须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会议和在校内外作公开学术

讲座、报告。结合本专业课题进行学术考察、社会调研、田

野考察等。撰写并发表与专业方向相关的学术论文。

通过全过程的学术训练，帮助研究生掌握国际国内学术

研究最新动态，提高理论素养，提升研究水平。

（2）搭建高水平学术训练平台

“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是江苏省针对全省研究

生打造的高水平科研和实践平台。本学位授权点始终重视该

项目的申报和立项管理工作，2021 年共获批江苏省研究生科

研创新计划 5 项，占全校立项总数 31.25％，比率逐年增长。

3.学生科研情况

研究生是学校重要的科研力量，需要不断提高研究生科

研能力，创造更多具有创新意识的科研成果。2021年本学位

授权点研究生共获批省级立项课题5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

篇，在学术活动发言20余次。

4.学术交流情况

72 舞蹈理论与美学专题研究 于平（兼职导师）、许薇、张萍、王欣、叶笛

73 中国现当代舞蹈史专题研究 于平（兼职导师）、许薇、张萍、王欣、叶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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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有助于研究生了解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前沿成

果，掌握国内外相关学术领域的最新动态。学校在各类型研

究生培养方案中均设置“学术活动”必修环节，鼓励研究生

积极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各类学术会议并作报告。2021年组

织研究生参加“南京艺术学院音乐人才培养一百周年系列活

动”“音乐学系建系20周年暨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研讨会”等

重大学术活动。同时，依托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三期建设项

目支持，建立了针对究生学术交流的专项经费保障体系。

（四）导师队伍建设

1.有序开展研究生导师申报遴选工作

贯彻执行《南京艺术学院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实施细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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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研究生导师管理，全面落实立德

树人职责。

2.构建“三层级”研究生导师管理体系

贯彻《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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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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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师管理，压

实导师“第一培养责任人”职责。

（五）学位质量保障建设

贯彻执行《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格式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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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等级评定规定（修订）》

《南京艺术学院冯健亲优秀学位论文奖学金（博士、硕士）

评定办法（修订）》。2021年本学位授权点获“江苏省优秀

学术学位硕士学位论文”1篇、“南京艺术学院冯健亲优秀

博士、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5篇。在持续实施研究生学位

论文盲审评阅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

盲审评价标准”，完善硕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保障指标体

系。同时，积极引用“国研硕博士学位论文送审平台”营造

更专业、公正的学位论文盲审体系。实抓学位授予管理的各

项环节，加强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强化研究生导师的质量管

控及责任意识。

（六）就业发展与社会服务

2021年本学位授权点毕业研究生共51名，其中博士研究

生6名，硕士研究生45名。2021年针对受疫情影响下的复杂

就业形势，采取多种途径与措施，努力解决研究生“就业难”

问题。据统计，在各项就业政策的支持和帮助下，共6名博

士研究生、18名硕士研究生实现了就业。总就业率47.1%，

其中，博士研究生就业率100% ，硕士研究生就业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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