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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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学校录取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共计 443 名，其中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379 名，非全

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64 名。截至 2020 年底，艺术硕士专业

学位在校研究生总计 1322 名，其中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975 名，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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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多学科汇通”养成学生综合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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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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鼓励教师与专业学位研究生积极投身艺术创作，推

出了一系列有较大影响的优秀艺术作品。如为纪念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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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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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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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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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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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专业领域：拥有 2000 平方米国家级数字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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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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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年度奖助情况

9 人获“2020 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554 人获

“2019-2020 学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69 人获 2019-2020

学年“优秀研究生”荣誉称号，17 人获 2019-2020 学年“优

秀研究生干部”称号，30 人获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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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报考我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数为 2507 人，

录取人数为 443 人，录取比为 17.67%，生源来源比较多元化，

录取结构比较合理，基本达到了选拔优秀人才的初衷和目的，

为提高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把好了入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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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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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开创研究生党建思政工作新局面。

一是构建多渠道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充分利用了微信

等新媒体，实现研究生教育管理线上线下同步走的目标；二

是探索思政教育工作的体制机制改革。研究提出了调整我校

研究生思政工作体制、加强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等方面工

作的方案。三是开展了代表性活动。2020 年我校电影电视学

院党总支研究生党支部被评为我校党支部书记工作室示范

点；组织开展了“网上重走长征路”暨“四史”学习知识竞

赛。

3.多方式、多渠道开展学风建设。

一方面，搭建学术活动平台，强化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如组织研究生代表赴省教育厅参加江苏省研究生“开学第一

课”活动，组织研究生代表采用网络视频的方式观看了“2020

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另一方面，

强化规章制度建设，开展学术规范宣传教育。大力宣传新修

订的《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格式与规范》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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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艺术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规范》，分享“院

长推荐专业书目（100 部）” 和“研究生处推荐拓展阅读书

目（70 部）”。

（三）课程教学

1.适时修订调整培养方案，筑牢培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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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编印了全日

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职艺术硕士等两本培养方案。

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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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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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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践教学

1.构建全过程艺术实践训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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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举办音乐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学术论坛。

2020 年 12 月 18-19 日，我校艺术硕士授权点下设的音

乐专业领域举办了中国乐器演奏专业方向研究生创新学术

论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通大学、扬州大学、

江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拥有“中国乐器

演奏专业方向”研究生培养资格的省内高校参与了论坛。本

次论坛包括两场高水平“中国乐器演奏专业”音乐会，第一

场为南艺音乐学院专场，第二场为省内各高校音乐艺术学院

联合音乐会；在两场高水平学术研讨会上，各参会高校导师

和研究生分别针对“中国乐器演奏”专业研究生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次论坛还特邀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

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专家分别举办四场大师班。

（五）实践创作成果

1.江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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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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4



15



16

3.本学位点代表性专业实践活动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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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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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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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建形成“三位一体”的导师管理体系。。

3.选树先进典型，突出优秀导师示范引领效应。

我校积极组织参加 2020 年江苏省第二届“十佳研究生

导师”和“十佳研究生团队”推选活动，获得“十佳研究生

导师”提名奖 1 名，“十佳研究生导师团队”提名奖 1 个。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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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修订发布了《南京艺术学院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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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格式和规范》《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一般规范》等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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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名专业学位毕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获得“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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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根据《关于公布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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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7 号），我校获得江苏省优秀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 1 篇。

（八）就业发展

1.加大就业工作的指导力度。

宣传、组织我校研究生积极参加江苏省名校优选、选调

生选拔考试等，鼓励研究生到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实现自己的理想。1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被录取为名校优选生。

2.增强服务意识，做好供需衔接工作。

通过网站、新媒体、展演等途径及时传达有关就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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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就业空间和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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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增强责任意识，做好统筹协调工作。

认真落实就业工作“一把手”责任制，加强研究生管理

部门对就业工作的统筹、规划作用，监督培养单位就业政策

的执行力度，推动就业工作发展的合力的形成。主动与用人

单位沟通、交流，建立长久良好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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