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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连艺术学院始建于 2000 年，2009 年 4月经教育部批准由东北大学大连

艺术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学校。2012 年，顺利通过了辽宁省

政府学位委员会组织的学士学位授权单位和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评估。是纳入

国家招生计划，以从事高等艺术教育为主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 

2013 年，大连艺术学院完成了新校区的建设及整体搬迁。学校坚持育人

为本的办学宗旨和“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为了教学、一切为了学院发展”的

办学理念，本着优先保证教学经费的原则，优先安排教学基础设施和实践教

学建设经费，投入近千万元购置新的教学设备仪器，各项建设达到规定标准。 

2013 年，学校以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为抓手，深入推进日常

管理和教学建设工作的改革，各项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继续

提升，促进了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根据 2013 年度本科教育教学的质量状况，

学校向社会报告如下主要事项： 

一、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人才培养目标及服务面向 

根据《大连艺术学院五年发展规划（2011-2015）》，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定位是：按照本科专业目录规范的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努力培养素质好、

能力强、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文化艺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同时注重对拔

尖、创新人才的个性化培养。服务面向是：主要服务东北地区，辐射全国经

济社会和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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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设置 

学校现有专业 26个，分属艺术学、文学、管理学、工学 4个学科门类。 

学科门类 专业类 序号 专业代码、名称 

1 130201  音乐表演 

2 130202  音乐学 

3 130204  舞蹈表演 
1302 音乐与舞蹈学类 

4 130206  舞蹈编导 

5 130301  表演 

6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7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1303 戏剧与影视学类 

8 130310  动画 

9 130401  美术学 

10 130402  绘画 

11 130403  雕塑 
1304 美术学类 

12 130406T  中国画 

13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14 130503  环境设计 

15 130504  产品设计 

16 130507  工艺美术 

13 艺术学 

1305 设计学类 

17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0503 新闻传播学类 18 050303  广告学 
05 文学 

0502 外国语言文学类 19 050207  日语 

20 120201K  工商管理 

21 120202  市场营销 

22 120203K  会计学 
1202 工商管理类 

23 120210  文化产业管理 

1208 电子商务类 24 120801  电子商务 

12 管理学 

1209 旅游管理类 25 120901K  旅游管理  

08 工学 0816 纺织类 26 081602  服装设计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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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校生规模 

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总数 10381 人。其中，本科生 8429 人，专科生 1952

人。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 81.2%。（本科专业及学生人数分布见下表） 

 

学科 专业分类数 本科专业数 本科学生人数 

艺术学 4 17 7755 

文  学 2 2 254 

管理学 3 6 366 

工  学 1 1 54 

合  计 10 26 8429 

（四）生源状况 

学校面向全国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普通类和艺术类学生。2013

年招生专业 22个，一批次录取考生 1170 人，占录取考生总数的 42.0%，二批

次录取考生 1227 人，占录取考生总数的 44.0%。录取本省考生 577 人，占录

取考生总数的 20.6%。 

二、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数量及结构 

学校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努力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提高整体素质，基本形成了一支规模适当、结构合理、充满活力、能满

足教学需要的师资队伍。 

学校现有教师 762 人，其中专任教师 626 人。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

教师 188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30%；硕士学位（含）以上的教师 220 人，占

专任教师总数的 35%。在年龄结构方面，师资队伍平均年龄为 38岁，45 岁以

下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71%。生师比约为 14:1。学校现有省级教学名师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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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优秀教师 1 人、省优秀青年教师 4 人，院级学术带头人 8 人，骨干教师 15

人，优秀青年教师 39人。 

学校坚持教授为本科生上专业主干课和重点、难点课。2013 年主讲本科

课程的教授、副教授 180 人，占教授、副教授总数的 95.7%。全年开设课程

3482 门次，教授讲授课程 337 门次，占课程总门次的 9.7%。 

学校注重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和国内高水平人才引进，教师中有留学归国

人员 35人，还聘请了一批高水平的专业人员在一线上课。如：著名作曲家高

大林，著名大提琴演奏家蒋力行，国家交响乐团原低音提琴首席王笑然，国

家交响乐团歌唱家胡波，国家交响乐团中提琴首席朱炜，长影演员剧团原团

长、国家一级演员宫喜斌，国家一级演员、编导王小颖，大连市油画学会会

长项诚学等。 

（二）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以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团队建设为依托，以教学实践活动为载体，

围绕教学建设组织教师开展教研活动和岗位培训，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各类校

外培训和比赛，提高了教师的教研能力和业务水平。 

学校组织专业教师到相应的行业、企业进行实践锻炼或专业人才需求调

研，共有 200 多名教师参加，撰写调研文章 157 篇、调查报告 116 篇，了解

了人才需求，丰富了专业教师的阅历。 

组织各教学单位采取讲课、说课、展示个人作品、现场实践操作示范、

汇报演出等形式，与评课、研课相结合，汇报和展示教师的业务水平，达到

了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提高的目的。 

在教师中组织开展了精彩一课、精彩教案和精彩多媒体课件征集评选活

动，通过评选，为教师提供了一个自我展示和相互交流的平台，激发了教师

对创新课堂教学的深入思考，对于引导教师立足教学岗位、钻研教学业务、

加强研讨交流、提升教学业务水平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继 2012 年 12 月召开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会议后，2013 年 12 月又召开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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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与学科建设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加强科研与学科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和未

来发展规划，修订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和科研奖励办法，出台了《大连艺术

学院关于进一步推进与加强科研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大连艺术学院科研工

作与学科建设规划（2014-2020）》等 7 个文件，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指明了

方向、路径和步骤。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2013 年，先后 10余次赴外地参加人才招聘会，招聘

新教师 55人，全部为研究生以上学历。 

（三）教学经费 

2013 年，学校继续坚持教学经费优先保障的原则，不断深化改革，努力

改善办学条件，加大经费投入，保证了教学需求。全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19,648,368.87 元，占事业收入的 13.38%，生均 1,892.54 元；专项教学经费

支出 15,212,003.07 元；生均本科实验经费 235.02 元；生均本科实习经费

218.27 元。 

（四）教学用房、图书及教学设备情况 

学校现有教学行政用房 224517 平方米，生均教学行政用房 26.6 平方米；

其中，实验室面积 65000 平方米，生均实验室面积 7.7 平方米。学校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总值 4207.4 万元，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0.49 万元。2013 年

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383.59 万元。 

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上，充分考虑基础教学和科学研究两方面的需要，

以艺术类文献为收藏重点，建构了纸质文献与电子文献、实体馆藏与虚拟馆

藏相结合的文献信息资源体系。目前，馆藏纸质图书 59.45 万册，生均图书

量 57 册。期刊 367 种、报纸 73 种。另有电子图书 7.07 万册，电子期刊 2060

种，音像资料 8920 盘。 

2013 年 10 月图书馆搬迁新校区，学校投入 100 多万元购置新馆设备和图

书资料，配备了完善的服务设施，实现了藏、借、阅、检、咨询一体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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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将加快图书馆的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建设步伐，力争把图书馆建设

成为学院的文献中心、信息中心、文化中心。 

 

（五）信息资源建设 

学院于 2013 年 6月在新校区建设了全新的校园网络，整网架构采用万兆

双核心、万兆主干、千兆互连、千兆到桌面的扁平化大二层结构，建设网络

信息点 12480 个，覆盖校区所有建筑。校园网络出口带宽 1010 兆，学生宿舍、

教师公寓、教学办公场所均可接入互联网，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提供了安

全、稳定、畅通的校园网络平台。 

学校建立了网上电子图书资源库和网上精品课程资源库，为教师提供了

文本、课件、视频、图片、程序（软件）、声音等教学资源。购置使用了教学

应用软件，如：艺术设计专业的 CAD、绘画专业的二维及三维动画制作、播音

与主持艺术专业的电视编辑、音乐表演专业的音乐文本制作、会计学专业的

ITMC 企业经营管理沙盘模拟系统、电子商务专业的电子商务模拟系统、市场

营销专业的物流管理模拟系统等，都在教学中充分发挥了作用，有效地促进

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还安装了教务管理系统、琴房管理系统、妙思文献

管理集成系统、档案管理系统、金蝶财务管理系统、高等院校仪器设备管理

系统，安装使用了自动化办公（OA）系统，初步实现了无纸化办公。 

2013 年，学校设立了微信官方公众平台，并已通过微信认证。平台目前

已开发了成绩查询、浏览校园资讯、了解通知公告等功能，学生可以随时随

地查询并接收相关讯息。微信官方公众平台的创立，一方面有助于学校发布

相关资讯，打造学校品牌形象；另一方面丰富了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畅通

了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的沟通渠道，是学校利用网络资源优势进行信息

化管理的有益尝试，目前已收到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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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改革与教学建设 

学校始终坚持以教学改革牵引、推动、促进教学建设的方针，加大对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力度，大力推进以

教学质量工程为抓手的各项教学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教学改革 

学校的教学改革始终按照“一个目标、两个载体、三个层次、四项原则”

的思路推进。一个目标是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目标。两个载体是专业建设

和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始终围绕专业和课程建设展开，为专业和课程建设提

供理论先导和实践方案。三个层次是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二级学院、一线

教师。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重点研究学校总体改革规划、教育教学理念更新、

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管理体制机制和改革的政策引导等；二

级学院按照学校关于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的总体要求，重点研究本单位学科

专业建设、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主干课程改革等；一线教师按照校院两

级改革要求，重点进行课程教学改革，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

考试方法等。四项原则是抓住重点、体现创新、突出特色、保证质量。 

2013 年，学校共有教学改革在研项目 49 项，其中省级教学改革项目 21

项，校级教学改革项目 28 项，涵盖了教育教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管理及实践教学等多个方面。学校领导和职能部

门在研项目 5项，二级学院在研项目 12 项，一线教师在研项目 32 项。 

2013 年，学校还重点推进了四个方面的教学改革。一是结合落实新修订

的本科专业目录，全面推进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果在教学中的转

化、深化工作，对所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订，将改革成果固化到人才

培养设计之中。二是继续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将每个学年的实践周活动与毕

业实践考核进行整体设计，纳入人才培养过程，使实践周成为检验学生学年

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成效的重要环节，通过活动的组织推动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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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积极推进艺术类专业和课程综合评价标准、方法的改革研究，初步形成

了艺术类专业和课程的评价体系，并在部分专业、课程进行了试评。四是加

强教法、学法、考法和管法的改革创新，形成了一批有质量的专业、课程改

革成果，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升。 

依据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学校对教学改革项目进行严格监管，近几年立

项的教学改革项目都能高质量完成，教学改革成果取得突破性进步。截止目

前，获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14 项。其中，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奖 4项。 

（二）专业建设 

学校始终坚持以教学改革推动专业建设，以重点专业带动一般专业建设，

以抓专业教学团队促进专业建设，以质量工程提升专业建设，以制度落实保

障专业建设。通过这五方面的措施，一大批教学建设和改革成果进入到一线

教学之中，固化成专业建设成果，提高了专业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现有校

级重点建设专业 4 个，省级品牌专业 1 个，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1 个，省

级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 1个，省级专业带头人 1名。 

学校以新增专业的申报为切入点，本着以艺术类专业为主，适当发展非

艺术类专业的原则，规划专业建设。2013 年，新增舞蹈表演、中国画、工艺

美术、文化产业管理四个专业，优化了专业结构，完善了专业布局，支撑了

专业群建设。 

学校以深化专业内涵建设为目标，积极探索实践艺术类专业综合评价，

已建立了具有艺术类专业特点的综合评价体系，并在部分专业进行了评价试

点，取得了初步成效，促进了专业建设。2013 年，学校顺利完成了音乐表演

综合改革试点专业中期检查；完成广播电视编导、雕塑和广告学 3 个新办专

业评估；广告学和动画 2 个专业获得了学士学位授予权；日语专业顺利通过

了省教育厅组织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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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及教材建设 

2013 年，为提高课程建设质量，学校面向开设的全部课程启动了课程建

设与评价工作。确立了以资源共享课的标准统一课程建设标准、推动课程建

设的思路，制定了大连艺术学院课程建设内容体系、评价标准和课程建设管

理办法，对课程建设与评价进行了系统规划。通过对课程建设内容、标准的

规范和建设效果的评价，推进了课程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为精品视频公

开课和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学校还通过课程建设带动教材建设，鼓励教师编写规划教材和具有专业

教学特色的校本教材。2013 年，在教材建设上重点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

是抓好教材编写计划的制定，做到年初有规划；二是通过引入竞争机制等方

式确定好主编和编写人员，保证编写质量；三是加强编写过程的检查和督促，

及时解决编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四是做好教材编写过程中的各种保障工作，

严格执行装帧印刷标准。全年自编教材 55 部，有 1部教材获辽宁省首批“十

二五”规划教材。 

（四）人才培养方案 

依据2012年教育部重新调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

及相关文件精神，学校组织各二级学院深入讨论、调研，在吸收借鉴近几年

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社会需求及专业发展需要，对 2013 级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 

修订工作主要完成了三个方面的任务：首先，进一步明确了各专业的人

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定位；其次，对各专业及专业方向进行了调整和删减，使

其符合 2012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的要求，同时为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些专业增设了教学方向；第三，重点对各专业的课

程体系进行了调整，主要是根据调整后的人才培养目标需求，对教学内容重

复、开设意义不大的课程进行了适当删减与合并，同时增设了一些拓展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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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实用性课程。 

修订后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巩固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了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规格更加符合国家及社会需求，也更加准确、具体、

有针对性；通过课程的整合与优化，进一步深化了分层次、分方向教学的方

式，使得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准确性大大增强；通过对通识教育与公共基础

课群总课时的调整，增加了专业实践的时间；同时对实践周与毕业设计（演

出）及学年小论文与毕业论文进行了系统的设计与梳理，强化了学生实践应

用能力的培养。 

（五）毕业论文（设计）与毕业实践考核 

学校历来重视本科毕业论文（设计），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毕业论文（设计）

质量，主要措施有： 

第一，抓规范。重新修订了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办法、毕业论文撰写

规范、毕业论文答辩细则、毕业设计考核细则等管理文件，进一步规范了毕

业论文与毕业设计管理工作。 

第二，抓教师。挑选学术研究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的教师担任指导教

师，并组织对指导教师培训，让指导教师熟悉管理规定，准确把握毕业论文

与毕业设计撰写创作的目的、标准和指导职责、重点环节、考核要求等。 

第三，抓过程。严抓选题、开题、撰写过程、答辩等环节，并要求指导

教师在学生撰写过程中指导学生不少于 6次，每次都要有具体指导意见。 

第四，抓诚信。选题前就向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明确要独立完成，严禁

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从选题上尽量选择身边的、能够反映学生自身所学专

业特点的题目，确保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的原创性；学校购置了大学生论文

抄袭检测系统，对毕业论文进行检测比对，杜绝了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抄袭

现象。 

第五，抓应用。凡毕业论文或论文中的重要观点、结论公开发表的一律

评定为优秀，凡评为优秀的毕业设计必须是被企业或事业单位采用的。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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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多篇毕业论文公开发表，许多学生的设计作品被企、事业单位采用，增

强了学生的就业信心，扩大了学校的对外影响。 

2013 年，为了突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特点，学校在毕业论文（设计）答

辩环节中增加了毕业实践能力考核，针对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和实践应用能

力设置考核内容重点，检验学生的实践能力，促进了学生所学理论知识向能

力的转化，强化了专业技能的形成。 

（六）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学校重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取得了较好

的成效。 

发挥创新创业课程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渠道作用。学校专门开设了创新

创业训练课程，课程设置以创新创业理论为主干，以艺术专业为基石，以培

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为重点，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

创新创业能力为根本目标。教学过程重视“三结合”，即创新创业理论与专业

学习相结合，创新创业理论与创新创业训练活动相结合，校园内的知识学习

与校园外的创业实践相结合。 

依托“大创计划”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2013 年获批国家级创新创

业训练项目 4项、省级项目 20 项，新立校级项目 34 项。这些项目 90%以上源

于学生的专业领域，通过项目研究，启迪了学生的创新意识，促进了学生对

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生成。 

积极开展大学生创业设计大赛。设计大赛由任课教师担任指导，由社联

旗下的“企业家拜访者协会”和“成功创业者协会”两个学生社团组织实施。

大赛的举办培养了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团队合作能力。 

完善创新创业教育的保障措施。学校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要求，建

立以教务处牵头，就业办、学生处、二级学院参与的相对完善的创新创业教

育管理机制，将创新创业课纳入人才培养规划，组建独立的教研室，建立专

业化的教师队伍，选配专门人员负责“大创项目”，对项目指导教师和项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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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定期培训。学校还拨款 200 万元设立了“大连艺术学院创业基金”，作为学

生创业启动资金，目前已发放创业资金 55 万元。 

四、质量保障体系 

（一）人才培养工作中心地位牢固 

学校始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保障人才培养中

心地位的落实。全年以院务工作例会和院长办公会的形式研究教学工作 20 余

次，研究决策教学中的重大事项，解决教学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院长

作为教学质量第一负责人，高度关注人才培养工作，经常深入教学一线调研，

通过院长信箱等方式零距离了解教学情况；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及各二级学

院院长经常听课、查课，以座谈会等方式认真听取师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

及时解决教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教务处不定期下发工作简报安排教学工作，

通报教学秩序，反馈学生评教信息，促进了人才培养工作。 

学校政策制度上优先考虑教学，在教师的职称职务评聘、岗位设置、分

配政策等方面向一线教师倾斜，对在教学建设和教学改革中取得成绩的教师

给予表彰和奖励；学校还组织了教师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培训，注重将科研

成果向教学转化，使其进课堂、进教材、进实验、进创新实践基地，促进了

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的改革与创新，有力地推动了教学改革。在经费投向

上优先保障教学，各项投入指标均达到了规定标准，满足了教学和人才培养

需要，巩固了人才培养工作的中心地位。 

（二）教学质量监控有效 

学校早在 2003 年便成立了独立设置的教学督导办公室，由一名副院长分

管，对全校的教学运行与教学质量进行监督与指导。确立了“寓导于督、以

导为主、导督结合、以导促督、”的原则，初步构建起“一个中心、两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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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系统”的全方位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一个中心”即“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两个标准”即“教育部新建本

科院校合格评估标准”和“教育部学士学位授予权单位评估标准”，以各项指

标作为建设标准，为教学质量各方面的建设提供标准依据。“三大系统”包括

以“质量工程建设”为牵引的教学质量保障系统，以“评估”为抓手的教学

质量监控系统，以“问责与奖励相结合”的教学质量双向激励系统。 

建立了由校本部和二级学院组成的两级教学质量管理的保障体系，将教

学质量管理任务具体化。院级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由学院领导、教务处、督导

办组成，院长负总责。二级学院的教学质量管理机构由二级学院院长、副院

长、教学助理、秘书和教研室主任及骨干教师组成，二级学院院长负总责。

两级管理队伍均以学院领导和教授、副教授及讲师以上人员组成，管理人员

业务能力强，专业素质好。 

建立了闭环式教学质量控制系统，强化教学各环节的监控。学院细化了

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质量标准，加强了教学检查力度，全年院级听评课 100

多节，集中查课 10 多次，保证了课堂教学质量；加强了任课教师对学生实习

和毕业实践、毕业论文指导的督促与检查，学生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质量有

一定的提高。学院重视教学反馈工作，制定了课堂反馈、实习单位反馈、用

人单位反馈制度和标准，拓宽了反馈渠道。学校及时整理反馈信息，并将其

中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纳入到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之中、进入课堂教学，

实现了反馈信息对教学的正向调解。 

（三）日常教学管理规范 

日常教学管理除做好经常性管理工作外，坚持抓好以下四项基本管理制

度的落实，做到了日常监控落实到位。 

教学例会制度。学期初的教学工作例会布置新学期的教学工作，学期末

的教学工作例会总结一学期的教学工作；坚持每两周召开一次教学工作例会，

及时总结、讲评一线教学质量情况，布置阶段性教学建设和教学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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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工作的执行力，实现了对教学工作的有效指导、监控和规范，保证了

良好的教学秩序和工作质量。 

查课、听课制度。各二级学院（部）院长、副院长、助理每月听课两次、

查课 4 次，每周上报查课记录。教务处和督导办组成联合检查组，结合开学

初、学期末、重大节日、学校重大活动前后等特殊时间段，每天到一线检查

教学情况，发现问题立即纠正。 

课堂教学质量考核制度。主要依据课堂教学质量考评标准，由学生评教、

教师听课互评和院（部）领导听课三部分构成，学生评教分值占 40％、教师

听课互评分值占 30%、院（部）领导听课分值占 30％。学生评教采用网上评

教方式，由每位学生对其授课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和实践教学质量进行评价。

每学期末组织一次，取两次评价结果的平均值;教师听课互评主要由院（部）

或本教研室的教师相互听课打分，取平均值作为教师听课互评分值，每学年

考评一次;院（部）领导听课主要由院（部）院长、副院长、教学助理、教研

室主任组成考评小组，对每位教师的评分至少由 3位考评小组成员听课打分，

取其平均值作为院（部）领导听课分值，每学年考评一次。 

教学检查制度。坚持期初、期中、期末教学工作检查。重点检查教学准

备、教学质量、教学建设、教学档案建设等情况，对检查项目进行量化、逐

项打分、排序，强化了教学质量的过程管理，保证了各项教学质量监控措施

的落实。 

信息通报制度。教务处创办了教学工作简报，对教学工作安排、工作要

求和教学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以教学工作简报的形式及时进行通报，让教学

管理人员和教师及时了解教学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教学工作。 

这些制度的严格落实，保证了日常教学工作的有序运转，保证了课堂教

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四）规章制度完善 

学校始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内涵建设为重点，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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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形成了包括学籍学位管理、教学运行管理、考

务考试管理、教学建设管理和实践教学管理等五个方面 51 项教学管理规章制

度，保证了日常教学管理有章可循，进一步提升了依法治教、依法治学水平。 

五、学生学习效果 

（一）学生学习满意度 

结合领导查课、听课，不定期组织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鼓励学生积极参

与教学，了解学生对教师教学准备、教学水平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指导教师及时改进存在的问题，教师和学生反响良好。 

利用教学管理系统组织学生进行评教活动，全体学生参与，结合选课每

学期末组织一次，对所有授课教师进行评价打分，学生对教师授课质量的满

意度较高，其中理论知识课评为良好以上的授课教师达到 91%，实践课评为良

好以上的授课教师达到 95%。 

定期组织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内容包括专业的认知、学校软硬件环境、

课程设置、教学质量等多个方面。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生对所学专业的人

才培养目标和未来的就业岗位清楚，认为学过的课程对其能力素质提高有直

接作用的达到了 87%，90%以上的学生对学校的教学条件和教师的教学水平感

到满意。 

（二）应届毕业生情况 

2013 年，应届本科毕业生 1546 人，取得毕业证书的 1515 人，未取得毕

业证书的 31人，毕业率为 98.0%；取得学士学位证书的 1513 人，未取得学士

学位证书的 33人，学位授予率为 97.9%；毕业生中有 1435 人已就业，就业率

达到了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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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人单位评价 

通过对用人单位的走访调查，用人单位最满意的是我校学生的实践应用

能力。在评价我校毕业生时，用人单位普遍对学生的思想表现、专业水平、

实践动手能力和岗位适应性等方面评价满意程度高。用人单位认为我校毕业

生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能够很快转换角色、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

能够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 

（四）毕业生成就 

近几届毕业生中已有一批优秀学生崭露头角。声乐演唱专业学生付佳亮

现为总政歌舞团男中音歌唱家，范雷为总政话剧团男中音歌唱家，张帆为大

连歌舞团独唱演员；程程曾获浙江教育“美丽 A 计划之美丽星学院”冠军，

现为浙江卫视蓝巨星公司签约艺人；莫龙丹在由青海卫视、湖南经视、天娱

传媒共同打造的比赛"花儿朵朵"中获得全国总冠军。舞蹈表演专业毕业生王

峰、梁明辉现为河北省歌舞剧院舞蹈演员，王嘉慧为大连歌舞团舞蹈演员。

影视表演专业的姜寒，因出演著名导演徐纪周执导的《永不磨灭的番号》迅

速被广大观众熟知；肖旭现为黑龙江卫视爱笑会议室栏目主要演员，参加了

2013 年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高文华现为大连话剧团演员。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毕业生尹国辉现为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栏目编

导，阳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章佳娜为湖南湘潭电视台新闻频道主持

人，黄丹为内蒙古自治区通辽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刘媛媛为辽宁丹东电视台

节目主持人，王筱菲为海城市广播电视台记者。还有部分毕业生在四川音乐

学院、内蒙古民族大学、辽宁大学等院校担任教师或教学管理人员。 

学校还有一批优秀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选择了自主创业，并取得了初

步业绩。雕塑专业毕业生周镇成立了自己的雕塑设计工作室，经常接到百万

元以上的订单。美术教育专业毕业生于天成创办了天成纸艺有限公司，以民

间剪纸、篆刻为主，其作品于 2013 年初赴加拿大展览。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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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震目前是大连市天才创业工场的负责人，该工场是大连市中山区最大的大

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先后孵化大学生创业者 26 名，带动就业 180 余人。油画

专业毕业生王敏，创办了上海花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花田概念艺术发

展公司，参加了《新西游记》、《大唐双龙》、《六指琴魔》等影视剧的美术设

计及制作，现自投资金研发游戏项目《巨树之战》和动画片《主机世界》。 

六、特色发展 

学校按照教育部“高度重视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围

绕培养应用型人才，积极探索总结艺术实践教学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加强艺

术实践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在教学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艺术实践教学已成

为学校本科教学的一大特色。 

（一）强化艺术实践教学在本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学校针对以往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重视理论教学，轻视实践环节，实践教

学的内容陈旧、滞后，实践教学的方法只注重传授而忽略创新能力的培养等

问题，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教育思想大讨论，通过大讨论形成了以就业为导

向培养应用型艺术人才的共识。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以课堂教学为中

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大幅度地修改了人才培养方案，重构了符合应用型人才

培养需要的教学内容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大了实践教学学时比重，增设

了实践能力检验环节，突出了艺术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实践课程

和实践性教学环节所占的学时比例达到了 50%。 

（二）创建体现艺术实践特点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按照培养应用型艺术人才的规律、特点和要求，依据新制定的人才培养

方案，探索实践了“1245”人才培养模式：一个目标，即培养应用型高级艺

术人才；两大平台，即公共素质平台和专业基础技能平台；四个阶段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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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第一年通识教育，进行文化素质培养，第二年选择专业方向，进行专业知

识培养，第三年依据专业方向进行专业能力与技能培养，第四年瞄准就业岗

位需要，强化综合能力和就业技能培养；五大课群，即通识教育与公共基础

课群、专业基础课群、专业方向与技能课群、素质拓展课群和能力与实践课

群。通识教育与公共基础课群、专业基础课群为专业人才培养搭建了公共素

质平台和专业基础技能平台；专业方向与技能课群、能力与实践课群保证了

学生岗位应用能力的形成；素质拓展课群打通了专业间的壁垒、拓宽了学生

视野。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体现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有利于学生知识、

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保证了人才培养目标在教学上得以实现。 

（三）实行以“剧目、曲目、项目”为载体的课程教学模式 

应用型艺术人才的实践能力表现为会说、会演、会唱、会跳、会画、会

设计。根据这一特征要求，学校在专业课程、特别是专业实践课程的教学中，

打破传统的以知识体系建构课程的模式，建立以培养能力和技能为主、以“剧

目、曲目、项目”为载体的课程教学新模式。这样的教学模式打破了以理论

知识的逻辑顺序为轴线编排课程、安排实践的思路，改为以不同层次剧目、

曲目和不同类型项目为主线编排专业基础课和方向技能课，安排各种实践、

实训内容。其优点是：能以“剧目、曲目、项目”为纽带，把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带着问题学，带着自身的感受和差距学，在用

中学，在学中用，边学边用，对所学内容理解深，记得牢，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 

（四）实行“展、演、赛、训”的艺术实践模式 

针对艺术类专业特点和学生实际，实行了“展、演、赛、训”的艺术实

践模式。展是展览，是美术、设计类学生的实践平台。校、院经常组织作业

展、课终作品展、写生作品展、课程教学成果展、学期教学成果展、毕业创

作成果展等，展示个人创作设计成果，学习借鉴他人优长。演是演出，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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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表演类学生的实践平台。通过学期汇报、小组汇报、个人独唱（奏）、社

团演出、师生音乐会、新年音乐会、四季音乐会等形式，展示学生的学习成

果，积累舞台经验。赛是比赛，各学院可根据专业特点组织举办大型比赛或

参与专业赛事，如传媒学院举办的“大连市高校主持人大赛”、艺术设计学院

举办的“简·摄影杯 T 恤大赛”等，学校设置技能竞赛与创新学分，根据比

赛获奖级别认定相应学分，学生可以用比赛获得的学分冲抵公共选修学分。

训是实训，学校根据不同类别专业需要，积极建立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训基

地，为学生实习、实训创造条件，积极开展各类专业、各种课程的实训活动，

主要包含专业基本功训练、岗位技能训练、校企合作实训、校地合作实训、

工作室带项目实训等。通过以上“展、演、赛、训”这一带有艺术类专业特

点的艺术实践模式的实施，为学生创设了良好的实践环境，使学生实践能力

的培养和形成有了更广阔的平台。 

（五）构建艺术实践教学保障体系 

建立了主管实践教学的组织机构。为加强对实践教学的指导与管理，学

校设立实践教学管理中心，各学院编配了实践教学助理，学校有一名副院长

分管实践教学工作。 

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实践教学管理中心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实践

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实践教学工作规程》《实践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管理办法》《大连艺术学院实践学分认定办法》《实践教学基

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大连艺术学院实习实训经费管理办法》和《大连艺术

学院校内外展览质量标准及优秀作品评选办法》等。 

建立了一批校内、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校内实践教学基地以专业实训室

为主要形式，共建立了 94 个实训室。不仅有音乐厅、美术馆、小剧场，还结

合不同专业需要建设了一批实训室。比如，音乐学院的舞蹈排练厅、乐团排

练厅、合唱排练厅、录音棚、琴房；美术学院的雕塑场、油画创作室、国画

装裱修复工作室；影视学院的戏剧创作工作室；艺术设计学院的媒体＆设计



 20 

工作室、视觉项目工作室、首饰设计与制作实训室；服装学院的服装工艺室、

校企合作车间、立体剪裁实训室；文化艺术管理学院的酒店综合实训室、会

计手工实验室；传媒学院的校园广播台、校园电视台、录音实训室与演播实

训室、三维动画工作室等。 

校外则采取校企合作的形式，共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104 个。其中，文

化艺术管理学院的“大连凯伦饭店有限公司实践教学基地”被评为省级大学

生实践教学基地。 

（六）实践教学成果 

2013 年，学校共举办校内、外展览 95期，举办校内、外演出 100 多场。

学校积极鼓励师生参加各级各类比赛，屡创佳绩。近几年先后参加了“桃李

杯”、“金钟奖”、“青歌赛”等全国及省、市大赛，共获得奖项 150 多项，其

中一等奖近 40项。 

我院在教育部主办的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1个，

三等奖 2个；在辽宁省教育厅主办的辽宁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4个、三等奖 1个、优秀奖 6个；在省教育厅举办的 2013 年本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1 个，三等奖 2 个和优秀

奖 3 个，其中在工业设计大赛中，我校还荣获了“优秀组织奖”的称号；在

辽宁省第四届大学生戏剧节中，我校原创的参赛作品《党的儿女》获得评委

高度评价，分别荣获了剧目和表演一等奖，另外两个参赛作品《为爱放手》

和《我亲爱的爸爸》也荣获了导演一等奖、短剧二等奖和表演二等奖的优异

成绩，此外，我校还荣获了优秀组织奖；在“我的中国梦·最美中国”辽宁

省大学生微电影创作大赛中，我校参赛作品《不断前进的蛋炒饭》获得了最

佳制作奖；在辽宁省音乐家协会举办的第四届暨首届东北地区民族器乐大赛

中，我院音乐学院获得银奖 4项，铜奖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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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3 年，学校针对上一年度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改进措施，努力解决瓶

颈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改进和完善。 

（一）继续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力度 

2013 年，学校实施了“127 工程”教师梯队遴选，并新晋教授、副教授

17 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校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但仍然缺少

具有学术成就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年轻教师仍然较多。2014 年，学校

将按照省政府要求，研究制定符合学校实际的“人才特区政策”，积极引进人

才，继续加强现有教师培养，力争在各学科中逐步形成由带头人、骨干教师

和优秀青年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或科研创作团队。 

（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建设水平 

2013 年，学校以音乐表演专业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中期建设检查为契

机，通过对各项目的年度建设工作检查，强化了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的管理。

2014 年，学校将在重视管理的基础上，积极抓好质量工程项目的立项审查和

过程指导工作，提高精品开放课程、资源共享课程、重点建设专业、优秀教

材、教学团队等项目的建设水平。 

（三）深入推进艺术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2013 年，学校组织力量积极探索完善艺术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取得

了初步成果。2014 年，学校将进一步巩固转化已有成果，不断推进艺术类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积极探索艺术类应用型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途径，大胆推进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考试方式

的改革，促进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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