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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课程与活动并举，开创美育新局面 

2018 年 6 月，教育部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

议,发布《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

见》，指出：“发展素质教育，深入推进体育、美育教学改革，加强劳

动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捉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2018 年 9

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

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

体系。”我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精

神和教育部文件精神，对下一阶段的针对高水平人才培养的上台阶发

展展开认真研讨，积极部署学校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工作。2018 年

11 月 5 日，我校及时召开加强美育与劳动教育工作暨素质教育基地

建设研讨会。任新钢副校长主持会议。宣传部、学工办、教务处、国

资处、后期保障部、团委、本科招生办公室等部门负责人；文法学院

书记、院长、教学副院长、机电学院、信息学院教学副院长；国家大

学生文化素质基地负责人、基地各中心主任参加会议。任新钢副校长

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部 2018 年美育工作要点》《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美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做了导读与阐

述，就文件具体内容，结合学校美育与劳动教育展开情况，与各部门

相关负责人进行深入细致的互动交流。会议听取了国家大学生文化素

质教育基地负责人所做的关于 2018 年美育工作总结。针对总结中提

出的问题，任校长进一步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并指出具体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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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方向。 

我校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负责组织落实对于本科生培

养的人文教育通识课程建设、艺术审美教育与实践、心理健康教育等

相关美育工作。现对 2018年学校美育工作展开情况总结如下： 

一、美育概况 

（一）美育教育管理 

学校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美育工作的意

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要求，统一领导全校美

育工作，由主管副校长直接领导，由教务处、学工办、校团委、国家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等相关部门协调实施。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

教育基地（以下简称“基地”）为学校美育工作的主要实施单位。基

地设有四个中心，包括：人文教育中心、音乐舞蹈教育中心、美术书

法教育中心以及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我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于 2001年 4月正式挂牌成立。2006

年 4 月 20 日，由教育部批准增设为国家级文化素质教育基地；2010

年 7月 7日，由北京市教委批准为首批北京市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建

设单位。基地负责承担学校针对本科生培养的“大素质”和“大美育”

研究与实践工作。具体工作范畴包括：人文教育通识课程设置、学校

“人文艺术讲堂”建设、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与学生活动实践、北京市

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大学生艺术团建设与展演活动、心理健康教育

与心灵美实践教育平台建设等。 

（二）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 



3 
 

基地现有专职美育教师 19 名。校内专职美育教师及其学科专业

分布为：声乐与器乐（2 名）、舞蹈（2 名）、美术（2 名）、书法（1

名）、传统文化（4名）、古典诗文（2名）、古典哲学与美学（1名）、

科学技术美（1 名）、心理健康教育（4 名）。校内其他科系兼职美育

教师 10 名，担任美学、时装艺术、交谊舞、外国艺术、外国电影、

体育教育等通识课程教育。校外兼职美育教师 21名,担任北京历史文

化、中西方文化比较、国学、戏剧戏曲、音乐等课程或讲座教育。此

外，我校有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两个专业艺术系，共有专业艺术

教师 14名，兼职教师 6名。 

（三）美育通识课程及艺术类专业方向课程 

基地开设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健美操、

体育、外语与外国文化、心理健康等诸多门类的美育课程 100门左右，

年均 2000学时，年均惠及学生 8000人左右；基地同时举办“人文艺

术讲堂”和“北京历史文化”高端讲座，年均开设 15 场，年均惠及

学生 3000 人左右。配合讲座组织学生参观北京历史文化馆藏、景观

等，形成了多层次、全覆盖的美育教育通识课程与实践体系。 

机电学院产品设计和信息学院数字媒体两个艺术类本科专业开

设艺术类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以及专业特色方向等课程。学校美

育课程教育形成面向全体本科生的普及性的通识教育和针对艺术类

学生的专业性教育，基本构成“大素质”、“大美育”课程教育体系。 

二、美育特色  

我校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办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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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贯

彻落实国办美育文件要求，以推进学校实现“双一流”大学内涵式发

展、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高水平的人才为目标，深入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学教育思想，探索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下的“大素质”、“大美育”观，积极开创学校“大

化工”与“大素质”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大美育教育新

局面。表现为： 

（一）突出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教育思想对美育工作的引领

和渗透 

积极贯彻落实国办美育文件中“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

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

道德情操、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的要求，以北京市大学生素质教育

基地为发源地，展开北京历史文化特色研究与特色课程教育，形成北

京历史文化丛书、北京历史文化通识课程、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等多

层面人文教育活动，为学校大美育教育平台注入文化思想和学科知识

底蕴，整体提高美育教育层次，推动美育教师主动探讨“大素质”、

“大美育”思想下的学科文化精神，既做到以艺术教育育人，更做到

以艺术文化思想化育人。 

（二）深化美育实践活动认识，全面开展大平台教育 

积极贯彻落实国办美育文件有关加强美育实践活动的要求，深入

探讨课程教育与实践活动关系，创建特色实践活动模式，构建以大学

生价值观教育和美育精神教育为核心的课程与实践相结合的育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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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对课程教育的思想理论与学科知识进行针对性的实践探讨，使教

育有的放矢、落到实处。围绕人文艺术通识课程展开的实践活动包括：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学生话剧实践活动、学生美术实践活动、大学

生艺术展演活动、北京历史文化研讨和竞赛活动、北京市大学生人文

知识竞赛活动、心理健康教育朋辈助人自助活动等。 

（三）走艺术通识教育之路，实现“大化工”、“大素质”“大美

育”通识教育 

深入领会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全面育人的教育思想，针

对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明确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关系。坚持艺术

通识课程建设、“人文艺术讲堂”建设和美育第二课堂建设的大美育

“三建设”方针，建设富有学校特色的人文艺术特色通识教育课程体

系，以理工科大学人文艺术通识教育的方式，提升学生整体文化艺术

素质。 

三、美育模式  

学校深入贯彻落实国办美育文件中“统筹整合学校与社会美育资

源”，“大力改进美育教育教学”，“挖掘不同学科所蕴含的丰富美育资

源，充分发挥语文、历史等人文学科的美育功能”的要求，以立德树

人、“双一流”建设为指引，构建美育课程、美育讲座、学科竞赛、

艺术实践活动、艺术展演活动等多学科交融、多种形式并举的美育教

育方式，构建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学生艺术社团与一般学生社团、

艺术特长生与全体学生共同参与的美育活动体系。 

（一）构建校内外结合的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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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聘请校外知名专家担任指导教师、讲座教师、评委专家等。

如音乐舞蹈艺术教育中心不仅有自己的专业教师（4名），同时还组成

了 20 人的外聘专家团队，他们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交响乐团等，形成了学校和社

会互补的师资团队。再比如人文教育中心聘请了三十余名校外专家与

中心教师共同展开科学研究，并为全校学生举办“人文讲堂”“北京

历史文化”等系列高端讲座。如：李建平（北京史研究会会长）、高

大伟（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谭烈飞

（《北京志》副主编、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等。 

（二）构建美育教育科学研究与课程教育学术基础 

基地积极开展美育科学研究与课程建设，以首都北京丰富的历史

文化与博物馆资源为基础，充分发人文学科的美育功能，推动美育教

育的历史人文性。基地以人文核心课程《北京历史文化》为契机，引

入社会教育资源，组建由北京历史文化专家和基地人文教师共同组织

的教学科研团队，共同承担北京历史文化以及相关课程，以外促内，

提供教师水平，拓宽教育内容；共同承担北京历史文化系列教材《京

名片》编写工作，为理工类大学提供文化书籍，此类书籍也填补了该

领域书籍出版空白，为美育教研工作进一步展开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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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历史文化丛书封面 

学校积极组织开展美育讲座、学科竞赛、艺术实践活动、艺术展

演活动等多种形式并举的美育教育方式和美育活动体系。如北京化工

大学新年音乐会、“人文艺术讲堂”、“北京历史文化”讲座、“一

二九”演讲、合唱比赛等，以及北京市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舞蹈节、

音乐节、书法大赛、书画艺术作品展等。 

四、美育活动  

学校贯彻落实国办美育文件有关“构建科学的美育课程体系”、

“实施美育实践活动的课程化管理”、“加强美育的渗透与融合”等要

求，开设美育课程 100门左右，年均 2000学时，年均惠及学生 8000

人左右，形成学校美育教育课程体系以及全覆盖的美育教育实践活动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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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美育课程设置上强调以学生为本，根据学生基础、需求等

进行课程规划设计，完善课程体系。以美术书法课程为例，美术书法

中心根据学生的不同基础和需求，逐渐形成了基础知识与欣赏课、知

识与技能拓展课、少数学生的提高课的三个层次的 8门美术校选课和

3门书法课。既使不同基础的学生有不同水平的课程可以选择，也使

有浓厚兴趣的学生能够循序渐进，逐步深入书法美术艺术。基地进一

步探索推进美育教育课程规划设计，丰富美育教育课程层次基础，做

好小班实验性课程、高端专题讲座和参观实践教育的探索工作。 

学校积极拓展第二课堂教育，将课程拓展至课堂外。比如，基地

组织指导合唱团、舞蹈团、管弦乐团、民乐团、书画社等学生艺术社

团多次承担校内外人文艺术演出任务与竞赛等活动。如：历年北京化

工大学新年音乐会、迎新晚会、毕业晚会以及北京 APEC 晚会、匈牙

利波兰孔子学院文化艺术巡演交流、北京市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等。

基地将美育拓展至北京丰富的文博资源上，组织学生参观北京历史文

化馆藏、景观等，如：2015年，组织学生 200余人参观考察十三陵•

神路和长陵。学校通过各种方式，推动美育教育实践走出校门，走出

国门，在传承、推广和交流中，实现美育理论与美育实践、美育课堂

与社会相结合的美育教育，提高学生美育素质，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在美育教育实践中，学校形成了一系列的由基地牵头创办、学校

相关部门大力协办的校园美育品牌活动。包括：学校美育艺术节和大

学生艺术展演；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和历史文化知识竞赛；大学生高

雅艺术实践；大学生美育高端讲座等。具体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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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美育艺术节和大学生艺术展演。包括：大学生舞蹈锦

标赛，“一二九”演讲、合唱比赛，大学生心理健康节，大学生书画

集邮摄影展，全国平面设计大赛，北京市大学生书法大赛，学校新年

音乐会等校外艺术展演活动，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一等奖、二等

奖、三等奖。 

（二）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和历史文化知识竞赛。包括：学校大

学生人文知识竞赛，学校历史文化知识竞赛，学校文学创作大赛，北

京市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等校外竞赛活动，多次获北京市大学生人文

知识竞赛二、三等奖。 

（三）大学生高雅艺术实践。学校采用请进来和走出去方式，为

大学生搭建高雅艺术实践平台。学校合唱团、舞蹈团、管弦乐团等学

生艺术团体，多次参加校外艺术演出任务与活动；如：北京 APEC 晚

会、匈牙利波兰孔子学院文化艺术巡演交流等。举办高雅艺术、民族

艺术进校园系列演出活动。 

（四）大学生美育高端讲座。学校组织校内外专家开设系列美育

讲座课程，丰富学校美育教育活动。比如，“人文讲堂”讲座年均 15

场，场均 200名学生参加。 

五、美育成果  

在学校领导的统一领导下，经学校各部门团结协作，学校美育工

作取得较大成绩，学校的美育活动得到很大丰富，与各学科专业教育

和体育、德育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促进了学生的全面成长，

校园文化更为厚重、浓郁。2017年 11月，我校获评为第一届全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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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校园称号，成为全国获此殊荣的 39 所高校之一，成为两所获此殊

荣的北京高校之一。 

在学校美育教育通识课程、高端课程、人文讲堂、社团指导、竞

赛培训与指导等全方位的美育教育实践推动下，我校学生在竞赛、展

演等与其他高校的人文艺术交流活动中，获得相关专家和高校师生一

致肯定与好评，展现了一所理工科高校的文化素质的优良教育成果与

良好人文艺术风范。 

各项竞赛活动既是美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育教育

工作成效的重要体现。2017 年、2018 年我校组织学生参加竞赛获得

多项奖项。比如，我校书法社团和美术社团学生的书法、设计、绘画

等艺术作品在 2017 年北京大学生书画艺术作品展上获得 26 个奖项，

其中金奖 2个、银奖 10个、铜奖 12个、纪念奖 2个。 

基地教师负责学校与附属中小学的共建工作中的专题讲座、兴趣

班授课等活动。基地教师多次开展支教活动，送艺术下乡。美术书法

中心成立“北京化工大学油画艺术研究会”， 打造由本校师生和校外

画家组成的高水准油画创作与指导团队。2018 年有二十件油画作品

发表于中国美术核心刊物《中国油画》，标志着我校师生油画创作达

到了较高的专业水平，扩大了我校美育教育的社会影响力。 

在学校多元学科文化下的大美育教育的育人实践中，我校学生实

现全面发展、高素质成长。 

六、美育问题和建议 

（一）进一步做好学校美育工作顶层设计。进一步加强学校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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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体系建设，成立美育（素质教育）工作委员会，由校长任委员会主

任，分管校领导具体负责。明确学校美育工作定位、目标、理念，做

好顶层设计。建立有效运行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建立层级管理与扁平

化管理相结合的有效管理机制，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具体组织及实施

单位，形成学校大美育体系教育制度。 

（二）进一步做好学校大美育教育的研讨工作。要针对理工科大

学的教育特性，进一步探讨“大化工”教育下的 “大素质”、“大美

育”观：探索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模式，探索富有德智体美劳

全面教育内涵意义的“大美育”观，站在思想高度上理解、设计、组

织、实施富有美育辐射意义大学生美学文化，引导学生全员参与、全

程实践、全面接受。普及一种富有审美教育意义的大众美学文化，形

成全员参与和全员教育的真正美育教育的规模。 

（三）进一步深化美育教育的人文思想性和文化审美性。应当明

确，美育教师不能仅仅停留在艺术团指导教师的水平上，更不能将高

水平的艺术教育托付于校外专家，导致学校教育失去应用的内涵和特

色。要推进美育教师的科研工作，提升美育教师的美育科学品味和教

育教学能力，用高质量的美育教育实现真正的育人效果。 

（四）实现美育与人文教育的真正融合，形成学校文化素质教育

的新局面。学校目前的文化素质教育的组织机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和改

进，要形成能够承担起“大美育”建设的艺术教育中心，有校、院级

主管领导管理，有“大美育”建设科研经费支持，以项目研究的方式，

深入进行“大美育”范畴下的美育思想、美育文化、美育艺术和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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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与探讨，形成真正美育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育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