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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培养目标

我校“十三五”期间的目标是：建设国际一流、国内顶尖的综合

性艺术大学。根据这一规划目标，美术学学位授权点建设和发展一直

注重：办学理念的先进；学科优势的领先；人才培养体系的特色鲜明；

质量一流的生源和德艺双馨的师资队伍；高水平的科研创作成果；优

质的办学设施和高效的管理服务体系；优势明显的社会服务力与影响

力，达到面向世界传播优秀中华文化；打造有国际影响的优势学科；

推出有国际影响的科研创作展演成果；培养有国际影响的艺术人才；

构建与国际一流艺术院校交流合作平台的标准。

1.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本学位授权点目标以培养具有深厚的美术学学科基础理论、系统

的专业理论知识，熟悉本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具有独立的学术研究

能力，能在本领域形成自己的研究特长并取得创造性的科研成果。

2.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以培养具有系统的美术学学科基础理论和本学位授权点前沿理

论的专业，研究与教学创新型人才，在培养周期结束后，研究生能够

熟练查找并运用文献、实物资料，了解学科发展动向，运用所学理论、

知识开展独立解决实际学术问题、从事艺术及相关研究的能力。

（二）培养方向

本着“闳约深美、不息变动”的宗旨，本学位授权点博士研究方

向有：外国美术史、中国书画美学、书法（篆刻）创作理论、西方美

术史、中国画论、美术批评、佛教美术研究、中国书法（篆刻）史论

研究、中国美术史。本学位授权点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方向有：中国美

术史、外国美术史、中国画论、书画美学、美术批评、书法（篆刻）

理论。

本学位授权点的美术史论研究传统悠久，薪火相传，积淀深厚。

以俞剑华、温肇桐、刘汝醴、林树中、周积寅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

在美术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其后继者刘伟冬、常宁生

教授的图像学研究，黄惇、徐利明教授的书法理论与创作研究，樊波、

孔六庆教授的书画美学研究，李小山、顾丞峰教授的美术批评以及耿

剑、费泳教授的佛教美术研究等，在学界均有较高的影响力。以方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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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京新为代表的中国画，以苏天赐、沈行工为代表的江南意象油画，

以毛焰、张新权、黄鸣为代表的当代实验绘画，以杨春华、周一清、

张放为代表的现代水印版画，以黄惇、徐利明为代表的书法创作，在

美术界独树一帜，影响重大。

（三）师资队伍

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师资队伍实力雄厚。秉承刘海粟、黄宾虹、

陈之佛、俞剑华等先师的优良传统，在研究生教学研究中一贯倡导博

古通今和学贯中西的治学思想与研究方法，使本学位授权点研究具有

了层次高、积淀厚、路子正的良好传统。目前，既有国内外享有声誉

的老专家教授，又有当代美术创作领域占显著地位的中年力量，也有

近年来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中青年教师，他们学术研究成

果，为学术界所关注。经 2020 年校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审议表

决并报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我校 2020 年度增列商勇、朱友舟、张

曼华为博士生导师；戴丹为理论类硕士生导师。

博士学位点培养方向及学术带头人

硕士学位点培养方向及学术带头人

培养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中国美术史 费泳

外国美术史 刘伟冬

培养方向 学术带头人

外国美术史 刘伟冬

中国书画美学 樊波

书法风格学 徐利明

西方美术史 常宁生

中国画论 耿剑

佛教美术研究 费泳

中国书法（篆刻）史论研究 李彤

中国美术史 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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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论 张曼华

书画美学 樊波

书法（篆刻）理论 李彤

本学位授权点师资力量雄厚，学历层次高，师资梯队结构较为

合理，其中专任教师 32 名；教授 24 名，副教授 5 名，高级职称人

数占 90.6%；具有博士学位 28名，占 87.5%；博导 21 名，其中含外

聘 5名；硕导 23名，其中外聘含 2名。

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师资建设情况如下：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博士导

师人数

硕士导

师人数

兼职博

导人数

25 岁

及以

下

26 至

35 岁

36 至

45 岁

46 至

59 岁

60 岁

及以

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24 12 12 21 3 21 23 5

副高级 5 1 4 5

中级 3 1 1 1 2 1

其他

总计 32 1 2 17 12 28 4 21 2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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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科研、创作支撑平台

1.教学

学位课程原则上由高级职称人员承担，保障最优师资力量，课程

分阶段递进式教学，课时分配合理，教学内容在教学大纲的指导下根

据实际上课内容结合导师个人特点进行授课。选修课、课外实践环节

设置合理，研究生教学有序，学生考勤和授课到位率都保持较高水平。

除课堂教学以外，我院研究生教学积极聘请校外专家及学者，开

设学术专题讲座，举办各类专业艺术展览，开拓丰富研究生专业知识

及眼界。教学成果上，费泳教授获江苏省第二届“十佳研究生导师”

提名奖。刘元堂教授获江苏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三等奖。

2.科研

2020 年科研方面，商勇教授《艺术启蒙与趣味冲突——第一次

全国美术展览会（1929 年）研究》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改革开放 40年江苏艺术制度转

型研究》获得江苏社科英才科研资助项目；顾平教授《中国画教育的

现代转型》获江苏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

画学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吕少卿教授《中国画

学传承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周睿教授《中国书

论范畴集解》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王延智《晋唐书法

“才性论”研究》获得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教师发表论文方面，孔六庆教授《中国绘

画史研究的学术思想大视野——读许祖良<中国绘画思想史>》等，核

心期刊 9 篇；樊波教授《少卿笔呈“吕家样” 吕少卿人物画的样式

与格调》等论文期刊 22 篇。

3.创作支撑平台

本学位点的美术学学科 2007 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培

育点，是江苏省重点学科，江苏省“优势学科”一期、二期建设项目，

在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名列第三。在 2017 年公布的教育部第四

轮学科评估中获得 A 评级，并列全国第三。

学位点所在的美术学院拥有独立校区，配备独立的美术馆、专业

图书资料阅览室及各类美术教育设施及设备，目前在美术学学科下设

油画工作室、国画（临摹）工作室、书法篆刻工作室、玺印研究中心、

版画工作室、雕塑工作室、电子图书实验室等。学校、学院馆藏艺术

类书籍 25余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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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奖助体系

为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我校大力构建研究生培养奖助体系，

主要包括：一是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博士研究生为 3万/年/生，硕士

研究生为 2万/年/生；二是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现学业奖学金全覆

盖，博士人均每生每年 1 万元，硕士人均每生每年 0.8 万元；三是研

究生国家助学金。为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硕士研究生按时、足额发放

国家助学金，其中：博士生 1.35 万/年/生，硕士生 0.6 万/年/生；

四是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标准为 1.2 万/年/生；五是设立各类研究

生名人名企奖学金。包括刘海粟奖学金、陈之佛奖学金、谢海燕奖学

金等。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学金评比完全按照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奖学

金各项评比办法进行，在此基础之上，我院制定美术学院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评定细则、美术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定细则具体执行。2020

年，美术学科博士研究生共 3 人获国家奖学金，硕士研究生共 2人获

国家奖学金，获奖总金额 13万元；2020 年，194 人获校学业奖学金，

获奖总金额 150.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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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度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一）招生选拔机制

我校今年招生方面主要在自命题工作上进行了两项重要改革：一

是应考点变化要求（由唯一考点调整为全国 447 个考点），自命题印

制封装寄送要求提高，力保安全准确送达考点；二是应教育部在专业

考试科目按学科设置的要求，结合我校艺术类人才培养特点和考场客

观情况，我校在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中进行了自命题改革工

作，以适应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标准化考场、统一化答题纸的要求，

改革后，将形成一套相对独立完整的艺术类硕士招生选拨模式，即初

试考查学生的艺术理论综合素质，复试考查学生艺术创作实践能力。

这样一来，确保录取的硕士研究生既具备良好的专业功底，又有较强

的艺术创作能力，进一步提高我校硕士研究生招生的生源质量。

2020 年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报考及录取人数统计，美术学博士

报名人数 122 人，录取 17 人，报录比 13.93%；硕士报名人数 142 人，

录取人数 37人，报录比 26.06%。

（二）思政教育及学风建设

1.思政教育

2020 年，美术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只有一位研究生工作秘书并

兼任研究生辅导员，管理着 450 多名研究生；自 2021 年 9 月配备一

名专职辅导员，充分发挥思政工作队伍、教师队伍和管理服务队伍的

作用。配齐配强思政工作队伍，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发挥教师的教书

育人和言传身教作用，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加强思政内容

贯穿团学活动和艺术实践管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

课堂教学融入思政内容，传达积极的信息和思想，充分发掘专业教学

的思政教育资源，鼓励教师将主旋律题材内容作为学生作业选题，开

展教育、教学和创作。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突出培根铸魂原则，强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研究生学习阶

段的引领作用。截止 2020 年底，美术学院研究生党支部共有党员 100

名，其中正式党员 94名，预备党员 6 名，这其中博士生党员 17人，

硕士生党员 83人，入党积极分子 11 人，申请入党学生 52 人。全年

发展预备党员 5 名，学生党员覆盖了美术学院所有的专业方向。

充分发挥思政工作队伍、教师队伍和管理服务队伍的作用。配齐

配强思政工作队伍，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发挥教师的教书育人和言传

身教作用，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获批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门，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团队 1个。教工第二党支部参加省委党史工



7

办、省档案馆和扬子晚报网等发起成立的“九九为功·第一支部”党

建联盟。提升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以学生为本，做好服务保障，满

足师生需求，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2.学风建设

(1)争上游 倡协作 师资水平提升显著。获评美术学学科领域首

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1 人，

教育部教指委副主任委员 1 人，省文联副主席 1 人，1 人获省中青年

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1 人被评为江苏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1

人获省“十佳研究生导师”提名奖。省 333 工程第二层次入选 1 人，

第三层次 2人。拥有省级名师 4人，省高校科学研究创新团队 1 个。

1人获江苏社科英才，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入选3人，

霍英东青年教师奖获得者 1 人。省微课比赛二、三等奖各 1 项；获批

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 门，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团队 1 个。教工第二党

支部参加省委党史工办、省档案馆和扬子晚报网等发起成立的“九九

为功·第一支部”党建联盟。

(2)重科研 促教学 教科研实现重大突破。本学位授权点近年来

科研、教研取得重大突破，申报成功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2

项，其中学科带头人刘伟冬教授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新美术

运动》具有开拓性意义。2018 年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教

师所获得部省级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二等奖的著作均是本领域的标

志性创新成果。

（三）培养过程建设与成果

1.课程教学

学位课程原则上由高级职称人员承担，保障最优师资力量，课程

分阶段递进式教学，课时分配合理，教学内容在教学大纲的指导下根

据实际上课内容结合导师个人特点进行授课。选修课、课外实践环节

设置合理，研究生教学有序，学生考勤和授课到位率都保持较高水平。

除课堂教学以外，我院研究生教学积极聘请校外专家及学者，开设学

术专题讲座，举办各类专业艺术展览，开拓丰富研究生专业知识及眼

界。

2020 年，刘伟冬教授出版教材《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

黄惇教授出版教材《书法篆刻》；徐利明教授出版教材《中国书法风

格史》；顾平教授出版教材《艺术感知与视觉审美》。博士生主要课

程包括外国美术史专题研究、中外美术比较、佛教美术专题研究等

43 门，硕士生主要课程包括外国美术史专题研究、中外美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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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等 30门。

2.学术训练

除导师课堂教学和指导外，通过课外学术调研、学术讲座、学术

研讨以及和海内外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等多方位进行学术训练，并有相

应的制度和学分，从各方面增强美术学学科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及能

力。2020 年，唐波在《知识—共识—认同: 跨文明交流中的互动透

视 ——2020 南京·国际艺术史论研讨会》报告功德画与灵验论——

《唐朝名画录》中吴道子“功德画”钩沉；李梦媛报告《苏轼“自然”

书法批评观探析》；刘瑞鹏报告《汉<礼器碑>解析》；张保珍报告《半

跏思惟像初传中国考》。

3.研究生科研及实践

本学位授权点 2020 年在校生代表性成果包括：19级全日制博士

卢珊，获国家奖学金，发表论文核心期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

设计》发表《山水画中“桥”之衬景的审美意趣》；19 级全日制博

士樊雪松，获国家奖学金，发表核心期刊《敦煌研究》发表《未竟的

示寂：敦煌西千佛洞第 8 窟涅槃图新探》、莫高窟第 257 窟提婆达

多图像试论——敦煌“弊狗因缘”献疑、莫高窟第 419 窟萨埵太子本

生图补考；18 级全日制博士李梦媛，获国家奖学金，发表核心论文

《大学书法》发表《苏轼“自然”书法批评观探析》；18 级全日制

硕士杨赫、王栋获国家奖学金等。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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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艺院发〔2020〕72 号）文件精神，经冯健

亲优秀学位论文奖学金专家组评审，并经公示无异议，确定张保珍博

士生获得冯健亲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学金，茜茜、李霞硕士生获得冯

健亲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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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导师队伍建设

1.构建“三层级”研究生导师管理体系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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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于 2020 年修订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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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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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形成“统摄、基础和关

键”的“三层级”导师管理体系，较好的规范了研究生导师管理，促

进了队伍建设。

2.内培外引进加强研究生教师队伍建设

为充分发挥优秀导师和优秀导师团队的引领示范作用，我院积极

组织参加江苏省第二届“十佳研究生导师和团队”评选工作，“长江

学者”费泳老师获得“十佳研究生导师”提名奖。

费泳，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美术史

及佛教艺术。2019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先后获得

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333 工程”中青年领军人才、“青

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主持四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多项

省部级科研项目。在第二届江苏省“十佳研究生导师”推选中获提名

奖。

费泳老师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始终本着严谨治学、踏实做事

的原则，以自身的国家课题为依托，将研究生教育贯穿其中，注重培

养学生学术视野的广度与深度。针对每位学生不同的学习背景和专业

基础，有针对性的开展教学和培养，呵护学生的个性及学术发展，着

力构建“高水平学术研究＋个性化培养”的研究生指导新模式。

我院深入贯彻党和国家有关教育方针、政策特别是科研创新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的重要指示，强化科研创新意识，推进

体制机制改革，持续完善并不断做强各学科特色。

持续打造高水平科研创新平台，有效发挥我校综合性艺术院校学

科齐全的独特优势，充分挖掘各学科优势和特色，着力建设我校省级

重点高端智库、协同创新中心、中央财政支持地方发展专项等优质资

源平台，加强新兴交叉学科建。

3.其他教师队伍和教师团队情况

(1)聘请由本学位授权点培养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师名家兼任

导师，聘请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美术

家协会主席周京新教授担任中国画理论与创作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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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陈履生教授

和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四川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黄宗贤为现代

美术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

(2)聘请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张乃军，西班牙马德里美术学院院

长冈萨雷斯、贝德·罗·德隆·曼里格，日本东京艺术大学保科丰巳、

知名艺术家汤姆·普基等教授为客座教授，来院开办工作坊，学术讲

座。

(3)聘请大英博物馆特聘研究员杨迎生教授领衔的古典油画修复

团队来校创建油画修复实验室并开设相关课程。

（五）学位质量保障建设

1.论文质量

根据《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规定，博士研究生学制

3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8 年（包括休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

制 3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5 年（包括休学）；非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学制 4 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6年（包括休学）。根据有关规定，

对于在校时间已经超过培养方案规定最长年限的研究生，按照退学处

理，取消其学位授予申请资格并注销其学籍。

如期组织开题和中期考核，严格执行学校研究生处的预答辩和答

辩制度。每届学生开题报告按期、规范进行，起到了质量把关的作用，

开题报告材料完整。每届学生中期报告按期、规范进行，中期报告材

料完整。

研究生毕业与学位论文的送审、答辩规范。2020 年，美术学博

士、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盲审学位论文通过率百分之百，学生在读期间

或毕业后以学位论文为基础发表各层次、各类型科研论文总数 100 余

篇。2020 年，江苏省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工作中，送美术学硕士

学位论文 18篇，抽中 1 篇；目前所抽中论文评议结果均合格。

2.质量保证

(1)修订出台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为进一步严格学位授予程序管理，保障学位授予质量，学校于

2020 年修订出台了《南京艺术学院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修订）》《。

该细则分别对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课程及学分要求、答

辩前和答辩仪式流程、导师与学生承诺学术规范、学位申请和授予资

格条件等方面作了进一步调整和细化。

(2)规范改革学位论文盲审评阅程序

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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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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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了“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评价标准”，建立了校硕博士学位论文

评价指标体系，完善了我校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同时，

积极引入“国研硕博士学位论文送审平台”，建立更加专业、更加公

正的学位论文盲审体系。

(3)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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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通过一系列文件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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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确保了学位授

予质量。

（六）就业发展与社会服务

1.就业发展

美术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为帮助就业生更好、更快过渡工作生

活，正确认识和解决毕业生在就业遇到的种种问题，树立正确的择业

观念，积极做好就业前的思想准备。我们及时开展就业指导工作、发

布就业招聘信息及举办就业招聘会。截止 2020 年美术学院研究生就

业率为 55.95%，就业大部分分布在本省以及东部、中部地区。高层

次就业是当前的大趋势，高等教育单位、科研部门、文化管理机构是

当前毕业生的选择。各用人单位对我院毕业生的敬业精神、工作态度

及业务水平整体反应较好、满意度高。从近几年的我院毕业生来看，

他们逐步向熟练掌握美术技法、熟悉文化艺术方针和法规及了解视觉

文化发展的美术类学科复合型人才发展。

2.社会服务

讲奉献勇担当社会服务再创佳绩。本学位授权点在建设期间，多

次承办江苏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江南文脉”论坛的中国书画分论坛，

为江苏文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获“百年江苏”大型美术精品创作工

程立项近 10 项，其他省级、校级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创作立项数

十项。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连续被中国艺术专业期刊评为“年度十大

艺术机构”、“年度艺术成长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获“年度十大展

览”。在大学艺术美育上跨越专业局限，打造无墙的美育基地，为实

现全社会美育教育做出贡献。

2020 年，老师们积极开展“以艺战疫”，向我省相关医院援鄂

医护人员捐赠作品 100 多幅，充分展示了艺术教育工作者的精神风

貌、时代担当、艺术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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