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艺术学科具有近百年历史，培养了中国高校第一个戏剧

影视文学博士和第一个艺术学博士后 

◎ 中国高校首批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两个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

◎ 中国高校首批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两个一级学科

博士后流动站

◎ 教育部创意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区建设单位

◎ 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戏剧与影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单位

◎ 戏剧与影视学在 2012 年教育部发布的国家一级学科评

估中位居全国第二，艺术学理论位居全国第四

◎ 在《中国大学评价》中 , 舞蹈学专业列全国第一，音乐

学专业列全国第四，美术学专业列全国第六

◎ 发起与主办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具有广泛的国内外影响

◎ 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传媒与艺术实验教学中心

艺术与
传媒学院
咨询电话  010-58809248
网址  http:// www.art.bnu.edu.cn/

◆院系概况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科已有近百年

的历史，地位独具、学术之风优长，

一批享有盛誉的艺术家如萧友梅、

李抱尘、贺绿汀、洪深、老志诚、

焦菊隐、卫天霖、吴冠中、张肖虎、

蒋风之、启功等曾在此任教或学习。

1915 年创建了手工图画科与音乐教

习班，复建于 1980 年的艺术教育

系为中国重点高校艺术教育兼公共

艺术最早建制；1992 年改建为艺术

系，是中国重点高校复合型艺术创

建性学科之始；2002 年扩展为艺术

与传媒学院，是中国高校第一个全

学科艺术学科汇聚、艺术与传媒结

合的新兴学院。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艺术学院办学理念

坚持综合性艺术全学科建设，艺术与

传媒双翼齐飞，倡导从游式教学相长，

理论建设与艺术实践相互为用。

以人为本做人第一，诚实为学拥戴公

正，追求人格完善素养，培育个性激

励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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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特色

师资队伍

艺术与传媒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是一

支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高水

平师资队伍。学院现有专业教师 100

人，其中教授 29 人，副教授 27 人。

有资深教授 1 人、国务院艺术学科

评议组成员 1 人、教育部戏剧影视

学科教指委主任 1 人、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 3 人，三分之一教师有

海外学习经历。有黄会林教授、周星

教授、于丹教授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一批学者，还聘请了赖声川、谢晋、

霍建起、黄建新、高群书、于润洋、

王耀华等一大批著名导演、音乐家、

舞蹈家、画家、书法家、艺术理论家

担任客座和兼职教授。学院教师艺术

创作活跃，舞蹈系教师参与了奥运会、

《复兴之路》等大型活动编导工作，

有多人在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等

场馆举办专场音乐演出，在中国美术

馆、美国、德国等海内外举办书画展。

国际交流

学院重视拓展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与

美国纽约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美

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美国威廉玛丽学

院、英国三一拉班音乐舞蹈学院、英

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俄罗斯列宾美术

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台湾国立艺术大学等世界知名院校建

立长期合作，并进行交换生互派和学

术交流活动，每年有 15%—20% 学

生到国外高校继续学习。

人才培养

学院坚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游于艺”的院训，倡导人文关怀，鼓

励艺术个性，致力于培养艺术创作与

研究能力并重、人文与艺术素养深厚、

具有国情意识和国际视野的艺术创作

与艺术教育高级专门人才。

学院教学成果显著。学生作品多次入

选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真人短片、美国

圣丹斯电影节、台湾金马奖、欧洲学

院奖、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韩国釜山国际儿童电影节、平遥国际

摄影展、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夏衍杯

电影剧本征集、全球华语大学生影视

奖、四川国际电视节、中国纪录片交

流周、中国首届大学生游戏设计大赛

“金辰奖”等并获奖；连续三年获得

国家教育部举办的“珠江杯”全国高

校音乐教育专业基本功比赛钢琴演奏

第一名。多次获得新加坡中国舞蹈大

赛金奖、文华奖、桃李杯、荷花杯，

北京市第十二届舞蹈比赛一等奖等。

学生导演的 3D 粘土动画短片《雨花

错》获第十二届（2013 年）四川电

视节“金熊猫”奖。获第 27 届中国

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委员会金奖。

2010 年起连续两届获得中国音乐家

协会主办的“神舟唱响”高校声乐展

演比赛金奖等。2014 年学生获得第

十一届首尔国际舞蹈比赛一等奖，学

生获得 2014 年北京市大学生书法大

赛特等奖、一等奖，2014 年学生获

得第七届华北五省区市舞蹈大赛二等

奖，以学生为主体举办的“北京大

学生电影节”到 2015 年已成功举办

二十二届，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专业介绍
学院设有戏剧影视文学、音乐学、

舞蹈学、书法学、数字媒体艺术、

美术学、艺术设计学七个本科专业。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本专业旨在培养高层次从事戏剧影

视艺术教学、创作、研究、管理、

策划等专门人才。理论学习与艺术

创作并重，课程设计以电影、电视、

戏剧为核心，兼顾文学、新闻传播

与新媒体，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

趣自主选择主攻（主修）方向。

主要课程：电影概论、电视概论、

影视语言、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

照相与实践、摄像与实践、影视编剧、

影视剪辑、电视新闻采编、纪录片

制作、电视节目制作、大众传播概论、

电影批评与研究方法、经典影视片

解读、影视策划、戏剧作品精读、

舞台艺术实践等。 

音乐学专业

本专业旨在培养从事音乐表演、音

乐教育、音乐理论研究等方面的专

业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课程

体系设置强调一专多能，以音乐表

演（钢琴、声乐、器乐）、音乐理论、

音乐教育等专业课程为核心，实行

个别课和小班教学，加强舞台表演

艺术实践、个人音乐会与毕业音乐

会等艺术实践环节，给学生提供展

示和锻炼的平台。

主要课程：音乐理论课程包括：中

外音乐史、乐理、视唱练耳、和声

曲式、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世界民

族音乐、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计

算机音乐、录音工程；

专业实践类课程包括：钢琴、声乐、

器乐专业课程、合唱、重奏、重唱、

钢琴即兴伴奏、室内乐、舞台艺术

实践等。

舞蹈学专业

旨在培养具有较高文化修养，表演、

教学、编导、管理“四位一体”式

的高级舞蹈创意人才。构建了“开

放式教学理念”引导下的现代舞蹈

教育科研体系，提倡“以教师为主导，

学生为主体”的引导式教学方式，

注重专业文化教育与专业技巧培养

相结合。

主要课程：舞蹈表演与实践、中外

舞蹈教学法、中外舞蹈文化史、舞

蹈艺术理论、编舞技法、即兴创作、

剧场创作、舞蹈艺术管理学、多媒

体舞蹈等。

书法学专业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才兼备、文化素

质高、专业能力强、富于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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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领域高级专门人才。在教学过

程中注重学生综合人文素养的培养，

尤其是道德素养、审美趣味、思考

能力的提升；书艺与书学并重，技

巧训练和书法史、书法理论等专业

知识学习兼备。

主要课程：书法概论、书法史、古

代书论选读、篆书概论、篆书技法、

楷书概论、楷书技法、隶书概论、

隶书技法、行书概论、行书技法、

草书概论、草书技法、篆刻学、汉

字学、文艺美学等。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该专业是国内最早的数字媒体艺术

学科之一，并始终走在数字媒体教

育的前沿。注重培养学生深厚的文

化底蕴、开阔的国际视野、活跃的

创意思维、娴熟的数媒技能、敏锐

的产业意识。课程体系以影视特效、

动画、网络及互动媒体的技术与创

作为核心，兼顾产业与营销实务，

学生可全方位了解和掌握数字媒体

各门类实践技能和前沿动态。

主要课程：数字媒体概论、新媒体

设计、动画技巧、数字视觉特效、

数字内容创意、社会化媒体传播、

广告理论与实务、角色动画设计、

品牌营销策划、影像创意与制作、

数媒前沿专题等。

美术学专业

本专业旨在培养文化素质高、专业

能力强，能够掌握美术学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各类企事

业单位、各级学校和艺术机构、创

意设计机构等从事美术教学、创作、

研究等工作的高级美术人才。开展

小班教学，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在

专业教学中贯彻“从游式教学”。

专业课程：中外美术史、素描、色彩、

造型基础、中国画、油画、美术教

育学、创作实践、专业考察、新媒

体艺术等。

艺术设计学专业

本专业旨在培养文化素质高、专业

能力强，能够掌握艺术设计学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各

类企事业单位、各级学校和艺术机

构、设计机构从事艺术设计教学、

创作、研究等工作的高级综合型艺

术设计人才。具有小班教学优势，

重视个性化培养，强调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强化课程中的实践环节，

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专业课程：设计概论、中外设计史、

设计素描、设计色彩、平面构成、

立体构成、设计草图、创意与表现、

软件基础、字体设计、书籍设计、

信息图形设计、居住空间设计、展

示空间设计、公共空间设计、景观

设计等。

◆毕业生去向
近几年，应届毕业生中部分报送或

考取本校及国内其他重点高校，部

分出国留学深造，如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大学伦敦艺术大学、伯明翰大

学等，其余就职于新华社、中央电

视台、北广移动传媒有限公司、中

国美术馆等单位。

胡智锋 

2002届博士毕业生。教育部艺术学科“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兼

《现代传播》主编，中国高等院校影视

学会会长。入选国家教育部首届“新世

纪优秀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入选全国

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宁浩 

1998 届艺术系毕业生。中国电影

导演、编剧。擅于绘画和剧本创作。

《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

《刀剑笑》、《黄金大劫案》、《无

人区》等电影导演。

胡伟 

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学 2006 届本

科生，目前为法国文化部罗马法兰

西学院美第奇别墅的驻场艺术家。

导演短片《酥油灯》获欧洲学院奖、

台湾金马奖等多个奖项，并入围美

国圣丹斯电影节、2015 年奥斯卡

金像奖最佳真人短片。

马万里 

美术学专业 2010 届本科生，2010

级研究生，现就职于北京师范大

学宇一艺术研究中心，多幅油画

艺术创作被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福建

福清市人民政府收藏。

◆杰出校友◆优秀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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