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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学院 2018 年度美育工作总结 

全国教育大会于 9 月 10 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重要讲话，其中针对美育工作做了重要论述，指出“要全面加强

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

文素养”；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院老教授回信中，提到“做

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

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学校牢

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高度重视思想和价值观的培育，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美育

教育各方面、各环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学校美育改革发展道

路，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塑造

美好的心灵，现将年度美育工作总结如下。 

一、立足“立德树人”根本，美育工作认识水平不断提升 

学校及时传达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要求全体教师结合自身实

际开展学习，立足本职岗位做好各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切实

履行教书育人根本任务，严格按照学校工作安排开展教学活动，

指导学生进行专业锻炼和素质提升。按照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重要回信精神的

通知》要求，学校认真组织学习，广泛开展宣传，深刻领会精神

实质，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回信精神上来，尤其是对“以美

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坚持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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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发扬爱

国为民、崇德尚艺的优良传统，以大爱之心育莘萃学子，以大美

之艺给传世之作”的重要思想反复学习、体悟，并在教育实践中

作为指导思想和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切实抓好育人关键环节和

重点领域，努力推动美育工作迈上新台阶。     

二、立足全方位育人，美育工作扎实推进 

(一)美育课程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学校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增设艺术素养、科学素养、人文素养

选修课程，并计入学生学分，做为毕业审核的重要环节。学校征

集了包括影视鉴赏、美术鉴赏、京剧艺术知识与赏析在内的 30

多门校内公选美育课程、投入 30 余万元购置在线网络课程，丰

富学生美育课程资源。 

(二)校园美育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在曲阜尼山向全球直播。

全部 39 个节目我校参演 12 个，2000 余名学生登上晚会舞台倾

情献艺。对于展示我校教育教学专业建设成果、师生精神风貌，

树立学校形象，提高学校美誉度，有着积极意义。 

11 月 1 日，由校团委主办，校学生会承办的济宁学院第十

三届校园十佳主持人大赛决赛在理科楼报告厅落下帷幕。校园主

持人大赛是我校校园文化品牌活动之一，该项赛事自 2005 年推

出已成功举办了十三届。这项赛事不仅为怀揣主持梦想的同学提

供了展示自我、提升自我的舞台，同时还培养选拔了一大批优秀

的校园主持人，丰富了学生们的课余文化生活，促进了青年学生

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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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由校团委主办，校学生会承办的“音为梦想，

青春未央”济宁学院第十二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决赛在理科楼报

告厅顺利举行。校园歌手大赛是我校校园文化品牌活动之一，该

项赛事自 2006年推出已成功举办了十二届。 

10 月下旬，校团委主办“青春飞 young，梦想启航”2018

年迎新晚会，晚会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融思想性、时代性、艺

术性为一体。节目涵盖歌舞、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为广大师

生献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视听和文化盛宴，表达了全体师生对

2018级新生的热烈欢迎，寄托了学校和老师对学子们的殷切期

望，彰显了我校学子热情洋溢、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6 月份，校团委主办、体育系团总支承办的济宁学院 2018

年校园舞蹈大赛决赛在理科楼报告厅举行。比赛共有来自各系的

34 组选手报名。舞蹈大赛历时一个多月，丰富了大学生的课余

文化生活，提高了大学生的艺术修养，彰显了我校学生青春亮丽

的风采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4 月 11 日，校团委举办第八届大学生啦啦操大赛，我校啦

啦操运动是学校重点培育的特色项目，已连续 8 年举办校级比

赛，活力四射的啦啦操运动受到广大同学的喜爱，即使健身运动

的良好载体，也是对学生开展美育的平台。 

美术系以“守护我们的节日”辅导员名师工作室为抓手，持

续结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继承革命文化在大学生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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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引领。开展“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活动，通过写春联，

中国鼓、空竹表演，猜灯谜活动，面塑、糖画、剪纸表演，新春

祈福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了我国传统节日春节的民俗。举办

端午节主题活动，特邀书画艺术家和我校师生现场开展笔会抒端

午，学生进行包粽子、绣香囊等活动，举行美术系师生围绕端午

节创作的书画、剪纸作品展。举办回“艺”中秋主题活动，围绕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节日中秋节两大主题开展诗词诵

读和沙画表演等等。本年度，美术系有 6 次结课、写生作业展，

展览面向全校开放，既是对教学质量的检验，也是对教学过程的

监督，同时也使学校不同专业的学生都走进美术系，走进艺术，

接受美的教育和熏陶。举行“有种青年 为爱发声”第八届全国

大学生绿植领养活动，本次活动旨在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低碳

环保的公益行动中，唤醒大学生环保意识，为保护地球凝聚青春

正能量，等等。 

（三）大学生社团各具特色 

学校共有校级学生社团 68个，其中艺术类社团 12个。一年

来开展了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特色活动。Our party 青春舞会

举行了开学迎新舞会、周末舞会、舞会舞蹈教学培训以及第九届

双十一假面舞会；百花音乐舞蹈协会举办了中文系第二届十佳歌

手大赛；六月魔术社成功举办街头魔术手等活动；书法篆刻协会

举办了济宁学院忆新年活动—写春联活动、三孔·记忆之石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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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实践活动、翰墨歌颂新时代—书法篆刻比赛等活动；瀚墨书画

社先后举办了现场书画大赛以及“三字一话”等活动；晨曦书画

社举办了荧光夜跑活动和写春联活动；漫乐淘动漫社举办了济院

人设设计大赛活动；春雷话剧社和校学生会合作了五四青春短剧

的话剧比赛活动，下半年举办了《布衣孔子》历史剧专场。孔孟

文化研究会、芳草地文化社开展“蓦然以千年”历史剧展演。美

术系邀请沙画团队做客我校，开展了回“艺”中秋沙画表演和体

验活动。 

通过这些社团活动，丰富了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弘扬了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精神，展示了学生良好的艺术素质和积极向上的精

神面貌，有利于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四）传统文化的美育功能魅力凸显 

2018年校团委面向全校征集了孔子学堂项目，经各单位申

报、答辩、评审，共确定示范项目 5 项和普及项目 13 项。孔子

学堂项目作为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载体。积极发挥学生的主

体地位，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开展常态化的传统文化活动，各系院

积极运用新媒体手段，设计了许多符合青年需求、适应青年特点

的的传统文化活动。 

5 月 29 日，由校团委主办、文化传播系团总支承办的济宁

学院孔子学堂示范项目——中华传统礼仪“冠礼”展演和体验活

动，在圣贤广场举行。6 月 20 日，由校团委主办、经济与管理



 6 / 11 

 

系团总支承办的“孔子学堂·国学荟——‘粽情端午墨香溢 百

人同写中华情’书法篆刻大会”在图书馆三楼孔子学堂举行。6

月 22 日，济宁学院孔子学堂普及项目“中国风——剪纸之语”

成果展示活动在图书馆二楼大厅开展。校党委书记郁章玉，院长

吕灵昌，党委副书记马恩，副院长王旭英和团委、学前教育学院

负责人一同观看了成果展。6月 28 日，由校团委主办、文化传

播系团总支承办的济宁学院孔子学堂示范项目——中华传统礼

仪“及笄礼”展演和体验活动在图书馆三楼举行。11 月 2日，

曲阜孔子文化学院教授梅庆吉应校团委、图书馆邀请来我校作了

题为《跟着孔子去旅行》的讲座。此次讲座是我校第九届大学生

读书节系列活动之一，讲座也拉开了孔子学堂·大学生国学经典

诵读班第四期“明德·大学”的序幕。一系列读书活动将陆续展

开，旨在营造书香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 引领青年学生读国学经

典，养浩然之气。11 月 20日，由校团委主办、体育系团总支承

办的济宁学院孔子学堂重点示范项目——传统体育文化风采展

演活动在图书馆二楼举行。 

（五）探索引导学生开展具有美育特色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为推动高校进一步发挥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促进高校校园

文化繁荣的校园文化建设新载体。学院不断创新美育方式方法，

邀请非遗传承人、民间手艺人进学校、进课堂，组织师生考察嘉

祥春秋源鲁锦博物馆、参加曲阜市小雪街道南雪村新时代文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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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中心“小雪街道南雪村儒学礼仪暨绘画辅导班”、应邀赴 2018

服装新旧动能转换高峰论坛暨孔子时装周活动、到泗水县柘沟镇

儒陶基地、宋庄写生基地、等闲谷艺术粮仓、阅湖尚儒研学写生

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等等，使学生深受熏陶。7月中上旬，社会实

践团队走进曲阜、邹城等地，开展了以“访孔孟之乡，伴遗鲁传

承”为主题的 2018 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传承传统艺术技

艺探究学习活动。 

开展学校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的评选活动，以文

化人，以美育人，面向全体学生普及与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引领学生自觉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树立健康向上的审

美观和正确的价值观，积极推进校园文化建设。 

（六）加强社会交流，拓展学校美育育人空间 

学校先后邀请中央美术学院王晓辉教授、宜兴紫砂工艺师青

年陶艺家吴君明、当代中国画艺术生态学研究开拓者陈子游、上

海河马动画讲师金达莱、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李克教

授、济宁市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李茁、高级工艺美术师黄龙先生、

北京亿和集团人力资源总监刘依凡等来校开展学术交流和专业

指导，拓展学生知识面。 

积极组织教师参加济宁市美协 2018 年工作会议、济宁市美

术教师基本功比赛、全市中小学美术年会等本地文化艺术界的相

关社会活动等等，为学校美育工作打开社会交往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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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师生参观“多彩·2018”全国女画家作品展、“一念之

间”——上大书画精品展、“切真——王力克油画艺术展”、“安

放时代——王桂勇油画作品展”、“‘莫嫌开最晚·元自不争春’

汪慎生、汪稚生、汪镌祖孙三代绘画艺术展”、“智者乐水·仁

者乐山 —— 朝圣之旅全国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纪念习总书

记视察曲阜五周年《孔子家语》精粹百句李一书法展”、“纪念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五周年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书画作

品展”、“诗礼传家·孔奇油画艺术作品展”、“大哉孔子—中

国画创作工程作品展”等展览，展览现场既是教学现场，积极探

寻高规格高水平专业教育资源，结合时事和地域文化，梳理美育

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元素融入教学各环节，不断提升师生

思想境界，推动儒家优秀思想文化进课堂、进头脑。 

三、学校美育工作保障情况 

（一）美育师资队伍建设 

目前，学校美术系专任教师 49人，教授 3 人，副教授 9人，

讲师 24人，外聘教授、教师 18人，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 33

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1人，1人获 2018年济宁学院 “十佳师德

标兵”称号，4人获“优秀教师”称号，2 人受聘曲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 人；音乐系专

业艺术课程教师 52 人，其中公共艺术课程教师 7人，教授 2人，

副教授 1 人，讲师 4 人。两系教师均兼职承担学校的艺术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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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类课程的教学工作，学校每年均组织公共艺术课教师参加艺术

教育研修班、培训班，为学校美育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师

资保障。 

（二）美育经费投入 

2018年度，学校投入教学用具的购置、社会教学资源、引

入必要的社会服务活动、举办美育讲座、展览、学生美育活动等

经费共计 50 余万元，以满足同学们的需求。 

（三）艺术展演场馆设施建设 

学校西操场的文化舞台、文科楼理科楼报告厅都可以组织举

办大型音乐艺术专场表演。美术系拥有约 200平方米展厅，主要

展览美术系的各种展览及学校的部分展览，面向全校师生开放；

另外，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展藏室位于高新区大学园图书馆二

楼，约 530平方米，主要陈列国画范画、油画范画、毕业生优秀

作品等。琴房、舞蹈教室、书画教室、声乐教室等一流的硬件设

施，基本满足正常的美育教学活动。  

四、美育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学校营造了浓厚的艺术氛围，特色日益鲜明，但是在美育工

作开展和活动保障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美育活动的规格水平有待提高。因受经费、区位等条

件的限制，开展艺术活动，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方面等方面存在一

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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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对美育工作的参与程度不够高。学生的课业繁重，

而且忙于各种考级考证考研等，不能把足够的经历分配到美育的

活动的参与中。 

（三）虽然已初步形成课堂教学、课外活动、校园文化育人

合力，但持续推进的措施和力度还有待加强，美育课程设置、教

学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四）美育专项经费、硬件建设投入不足。 

五、2019年美育工作计划 

（一）立足“立德树人”根本，继续提高美育工作认识水平 

基于美育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立德树人”

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美术系将继续克服各种困难，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高度重视美育工作，不断提高思想认识，不断提高

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

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二）立足师资队伍建设，健全美育工作人才保障 

积极鼓励开设全校性的美育课程，不断提高兼职美育教师的

教学水平。鼓励教师参与美育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加强美育教

学管理、美育师资培养、美育效果评价等。 

（三）积极争取资金，完善美育经费保障机制 

积极争取美育专项经费，确保美育教师师资培养培训、美育

活动开展、美育教学体系建设、美育效果评估等方面由充分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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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保障，不断改善艺术教育条件，确保艺术教育发展的基本需要。 

（四）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打造学校美育品牌，充分利用社团、协会配合推进校园文化

建设和富有艺术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 

（五）扩展社会交流规模 

继续开展社会交流活动，拓展社会资源，丰富学校美育育人

资源和空间。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