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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现代化专业群

验收申请表

学 校 名 称 ： 无锡文化艺术学校

主 管 部 门 ： 无锡市教育局

专 业 群 名 称 ： 舞蹈表演专业群

专 业 群 学 制 ： 中职 □ 五年制□

专业群

所涵专业（代码）：

核心专业（代码）： 舞蹈表演（140900）

填 表 时 间 ： 2019年 10月 23日

江苏省教育厅制

二○一六年一月

√

舞蹈表演（140900）

戏曲表演（141000）
音 乐 （14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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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 本表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真实可靠。文字表达要明确、简洁。

所在学校应严格审核，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专业群所涵专业（代码）”以及“核心专业（代码）”请按

照目录规范填写。

3. 表格各栏目均可附页，但页码要清楚。本表请用 A4纸张打印

填报并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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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化专业群基本情况

现代化专业群名称 1 舞蹈表演专业群

现代化专业群网站 http://www.jswxyx.com/

专业数 2 3 学生数 582
专任专业

教师数
26 师生比 3 1:22

教学

简况

数字化资源库

（TB）

校本教材数

量

专业群平台

课程门数

群选修课

门数

实验室共

享率

验收时 2 21 4 4 100%

发展规划 5 5 30 6 6 100%

环境

条件

实验室建筑面

积（平方米）

仪器设备总

值

（万元）

生均实验实

训设备值

（元）

10万元以上设备

台套数

总值（万

元）

验收时 9661 623.64 10668 1 27.5

发展规划 5 10000 1800以上 18000以上 30 500

人才培

养简况 4

双证获得率 本地就业率

毕业生对口

就业率

毕业生就

业率

用人单位

满意度

验收时 0 97% 99% 98% 100%

发展规划 5 95% 98% 99% 99% 100%

团队

简况

硕士以上教师

数及占比

双师型比例

企业兼职教

师比例

出国进修

教师数

师资培训

费用

验收时 30% 46% 26% 3 30万/年

发展规划 5 40% 70% 40% 5 35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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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群）

负责人

情况 6

姓 名 出生年月 学历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钱莉娜 1975.12 本科 文学学士 二级艺术监督、副高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051085510247 13771037811 105527824@qq.com

教学科研

工作经历

1996年8月—2004年9月任无锡市歌舞团舞蹈队队长；2004年9

月—2006年1月任无锡市歌舞团副团长；2006年1月—至今任无锡文

化艺术学校副校长。无锡市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活动先进工作者，无

锡市德育先进工作者，无锡市五一“巾帼标兵”，无锡市优秀教育工作

者，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星级评估专家，

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优秀教练” ，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

风采”竞赛优秀指导教师，曾出访新加坡、德国、俄罗斯、日本、摩洛

哥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

全面负责舞蹈表演专业建设和舞蹈表演现代化专业群建设， 2009

年5月舞蹈表演专业被评为江苏省职业学校示范专业；2010年6月舞蹈

表演专业被评为江苏省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专业实验点；2011年10月中

国民族民间舞课程被评为职业教育市级精品课程；2011年12月舞蹈表

演专业被评为全省职业学校品牌专业；2014年11月中国古典舞被评为

职业教育市级精品课程资源；2015年11月中国舞武功技巧被评为职业

教育市级精品课程资源；2017年4月舞蹈表演专业被评为无锡市职业教

育现代化品牌专业；2018年4月钱莉娜舞蹈名师工作室被评为无锡市职

业院校名师工作室；2019 年10月舞蹈表演专业被评为无锡市现代学徒

制示范项目。

主要教学

科研成果

论文：

1.《大力创新艺术教育 提升文化创意产业》被无锡市委宣传部论文集

收录；

2.《浅谈芭蕾基础教学的技巧和方法》发表于2009年第6期《剧影月

报》；

3.《论舞台实践在舞蹈教学中的重要性》发表于2017年10月《好家长》。

课题：

1.2015年5月主持省级课题《江苏省中职校舞蹈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的编制》；

2.2016年3月主持市级课题《舞蹈排练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3.2017年3月主持校级课题《探索与实践——武功技巧课堂与舞台相

结合的教学模式研究》。

校本教材：

1.《舞蹈剧目排练课》；

2.《中国舞表演专业武功技巧课程（三年级教材）》；

3.《中国舞基本功训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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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指导节目或学生参加省级以上各类比赛获奖情况：

1.2013年指导舞蹈节目《风荷语笠》获得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艺术表演类中学乙组一等奖；

2.2013年指导学生于晔获得江苏舞蹈“莲花奖”第三届青年舞蹈演员比

赛（中专组）表演奖 ；

3.2013年指导学生邬思梦获得江苏舞蹈“莲花奖”第三届青年舞蹈演员

比赛（中专组）表演奖；

4.2013年指导学生朱柯依获得江苏舞蹈“莲花奖”第三届青年舞蹈演员

比赛（中专组）表演奖；

5.2016年指导舞蹈节目《且吟春语》获得第七届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文

明风采”竞赛才艺展示类——舞台类项目优秀奖；

6.2016年指导学生陈科获得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类中国

舞及当代舞项目中职学生组三等奖；

7.2016年指导学生孙青山获得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类中

国舞及当代舞项目中职学生组三等奖；

8.2016年指导学生郑泽平获得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类中

国舞及当代舞项目中职学生组三等奖；

9.2017年指导舞蹈节目《首演前夜》获得第八届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文

明风采”竞赛才艺展示类——舞台项目一等奖；

10.2017年指导舞蹈节目《绽放》获得第八届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文

明风采”竞赛摄影视频类——视频项目一等奖；

11.2017年指导舞蹈节目《首演前夜》获得第十三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竞赛才艺展示类（舞台作品）赛项一等奖；

12.2017年指导舞蹈节目《绽放》获得第十三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

明风采”竞赛视频类赛项三等奖。

13. 2018年指导舞蹈节目《礼赞苍穹》获江苏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

演活动中学乙组一等奖。

14. 2019年开发课程《海安花鼓课》入选第十二届全国“桃李杯”舞蹈

教育教学成果展演。

注 1：专业群名称一般用群内核心专业的名称，也可以是群内几个专业名称的组合。

注 2：含群内独立编班的专业方向数。

注 3：师生比为群专业教学团队成员数与群在籍学生比例。

注 4：人才培养简况填写近三年来平均数值注。

注 5：发展规划中填写五年后预计达到的目标。

注 6：专业群负责人、专业群内各专业负责人如非同一人，应分别填写专业（群）负责人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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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群内专业基本情况

(一)学生基本信息

专业名称 1

在校学生情况 2 毕业生基本情况 3

在校学生(人数) 2 近三年毕业生学生(人数) 2 毕业生获证情况 3 毕业生就业情况 3

一

年

级

二

年

级

三

年

级

四

年

级

五

年

级

六

年

级

总

数
2017 2018 2019 年平均

数

职业资格

证书（执业

资格证书）

名称

获证人

数 4
获证率

4
就业

率

本地

就业

率

对口就

业率

用人单位

满意度
级

别

人

数

级

别

比

例

舞蹈表演 68 55 69 65 63 61 381 69 49 88 68 无 100% 95% 96% 100%

音乐 20 13 13 42 42 27 157 47 43 53 47 无 96% 94% 96% 100%

戏曲表演 14 0 13 4 4 9 44 0 13 8 7 无 100% 100% 100% 100%

注 1：专业及独立编班的专业方向。

注 2：在校生学生人数依据江苏省中等职业教育综合管理系统中进行填写。

注 3：有关毕业生信息均以近三年实际数据进行填写。

注 4：按证书级别统计获证人数和获证率。如证书没有级别，只填人数和获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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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核心课程与专业群平台课程

专业名称
各专业现设专业核心课程(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

职业资格取证 2

课程一 1 课程二 1 课程三 1 课程四 1 课程五 1 课程六 1

舞蹈表演 基训（C） 民舞（C） 武功（C） 拉丁 摩登

音乐 声乐演唱（C） 器乐演奏（C） 视唱练耳 钢琴辅修 音乐欣赏

戏曲表演 *剧目排练（C） 唱唸 毯训 *形把

专业群现设专业平台课程(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

(1.不包括公共课；2.与各专业现设专业核心课程中的课程名称或实际课程内涵不重复)
职业资格取证 2

课程一 1 课程二 1 课程三 1 课程四 1 课程五 1 课程六 1

专业形体训练 实训剧目排练 基本乐理 舞蹈艺术概论 无

注 1：课程名称后用（A）、（B）、（C）分别注明国家精品课程、省精品课程、市精品课程，校企合作开发课程在课程名称前加“*”。

注 2：“职业资格取证”栏注明取证要求，包括职业资格证书（执业资格证书或行业标准）名称与取证等级、必取与选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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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教师情况

专业
名称

教师基本信息

类型 1 教师

姓名

年

龄

学历/学
位

所学专业 任教专业
教师系

列职称

非教师系列专

业技术职称名

称及等级

职业资格证书

或执业资格证

书名称及等级

主要教科研成果 2

舞蹈
表演

专业
负责

人

钱莉娜 43
本科/
学士

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二级艺术监督/

副高

江苏省首届青年演员“独、双、三”舞蹈
比赛“表演二等奖”；江苏省第二届“独、
双、三”舞蹈比赛“独舞表演银奖”、“三
人舞表演铜奖”、“双人舞表演金奖”及
“演员奖”；江苏省第三届音乐舞蹈节“舞
蹈表演奖”；第五届全国舞蹈比赛银奖；
文华艺术院校奖-第九届“桃李杯”舞蹈
比赛创作群舞剧目获二等奖；2013 年全国
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指导学生
节目获中学乙组一等奖；2013 年江苏舞蹈
“莲花奖”第三届青年舞蹈演员比赛获优
秀指导奖；2016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获“优秀教练奖”;2016 年第七届江苏
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获舞台
类项目优秀奖；2017 年第八届江苏省中等
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获舞台类项目
一等奖，获摄影、视频类项目一等奖，同
时获省级优秀指导教师奖；2017 年第十三
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指
导剧目获 1 个一等奖，1 个三等奖，本人
获优秀指导教师奖；2018 年指导剧目参加
首届“芳华杯”艺术职业教育成果展示；
2018 年第六届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指导剧目获一等奖。2018 年钱莉娜舞蹈
名师工作室被评为无锡市名师工作室；
2019 年开发课程《海安花鼓课》入选第十
二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
演。在省市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论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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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表演

专任
专业

教师

刘仲宝 61 研究生 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一级编导/正高
创编剧目获国家文化部第 3、7、9 文华编
导奖和第 9 届文华大奖。在省市级以上刊
物公开发表论文 2 篇。

舞蹈

表演

专任

专业
教师

邢军强 41
本科/

学士

古典舞表

演
舞蹈表演 二级演员/副高

第二届江苏省艺术中专校专业教师技能
比赛舞蹈组二等奖；江苏省第一届“莲花
杯”青年舞蹈演员大赛获优秀指导奖；首
届江苏省艺术院校学生技能比赛获园丁
奖；2009 年江苏舞蹈“莲花奖”第二届青
年舞蹈演员比赛获“优秀辅导奖”;2009
年文华艺术院校奖-第九届“桃李杯”舞
蹈比赛指导节目获园丁奖；2010 年江苏省
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指导学生获独双三人
舞组二等奖；2013 江苏舞蹈“莲花奖”第
三届青年舞蹈演员比赛获优秀指导奖；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获“优秀教练奖”；2014 年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指导学生获中职组
中国舞表演比赛个人一等奖，本人获优秀
指导教师奖；2017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指导学生获银奖；2017 年江苏舞蹈“莲
花奖”暨第五届青年舞蹈演员大赛（中专
组）指导学生获江苏舞蹈新秀。在省市级
以上刊物公开发表或获奖论文 5 篇。

舞蹈
表演

专任
专业

教师
赵祎涵 32

本科/
学士

中国民族
民间舞表

教合一
舞蹈表演 三级演员/中级

15. 第三届江苏省艺术院校教师专业技
能比赛舞蹈组二等奖；2011 年江苏省职业
学校技能大赛指导学生获艺术类中国舞

及当代舞项目三等奖；2012 年第四届江苏
省艺术职业学校专业教师技能比赛获舞

蹈专业二等奖；2013、2015 江苏舞蹈“莲
花奖”第三届、第四届青年舞蹈演员比赛

（中专组）获优秀指导奖；第七届江苏省
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获舞台类

项目三等奖。2017 年无锡市职业学校教学
比赛获课堂教学大赛项目三等奖；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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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剧目参加首届“芳华杯”艺术职业教
育成果展示。省市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论
文 4 篇。2019 年开发课程《海安花鼓课》

入选第十二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教育教

学成果展演；2019 年参加新加坡亚洲舞蹈
艺术节获指导教师奖。

舞蹈
表演

专任

专业
教师

冯圆 28
本科/
学士

中国古典
舞表演

（表教合

一）

舞蹈表演
助理讲

师
三级演员/中级

2012 年第四届江苏省艺术职业学校专业
教师技能比赛获舞蹈专业二等奖；2013
年、2014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获
“优秀教练奖”；2014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指导学生获中职组中国舞表演比
赛个人三等奖；江苏省第五届中小学生艺
术展演活动获指导教师奖；全国第五届中
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指导剧目获艺术表
演类中学乙组一等奖；第七届江苏省中等
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获舞台类项目
优秀奖；指导剧目入围第 11 届全国“桃
李杯”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2018
年指导学生获国际桃李杯舞蹈大赛年度
总决赛白金奖。在省市级以上刊物上公开
发表论文 2 篇。

舞蹈

表演

专任
专业
教师

刘博 35
本科/

学士

中国古典
舞（表教
合一）

舞蹈表演 三级演员/中级

第三届江苏省艺术院校教师专业技能比
赛舞蹈组一等奖；2010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
技能大赛指导学生获独双三人舞组1个一
等奖，1个二等奖，1 个三等奖；2013 江
苏舞蹈“莲花奖”第三届青年舞蹈演员比
赛（中专组）获优秀指导奖；2017 年江苏
舞蹈“莲花奖”暨第五届青年舞蹈演员大
赛（中专组）指导学生获江苏舞蹈新秀。
2018 年指导学生获国际桃李杯舞蹈大赛
年度总决赛白金十佳奖和最佳表演奖；
2019 指导学生获江苏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一等奖。在省市级以上刊物上公开发表论
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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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表演

专任

专业
教师

苏超 37
本科/
学士

舞蹈编导 舞蹈表演 二级演员/副高

第二届江苏省艺术中专校专业教师技能
比赛获舞蹈组二等奖；江苏省第一届“莲
花杯”青年舞蹈演员大赛获优秀指导奖；
首届江苏省艺术院校学生技能比赛获园
丁奖；江苏舞蹈“莲花奖”第二届、第三
届青年舞蹈演员比赛均获“优秀辅导奖”;
文华艺术院校奖-第九届“桃李杯”舞蹈
比赛获园丁奖；2010、2011 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指导学生分别获 2 个二等奖；
2013 年、2015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获“优秀教练奖”；2017 年无锡市职业
学校教学比赛微课设计与应用项目获一
等奖；2017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教学比赛微
课设计与应用项目获三等奖；2017 年江苏
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指导学生获2个二等
奖，本人获“优秀教练奖”；2017 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指导学生获银奖；2017
年江苏舞蹈“莲花奖”暨第五届青年舞蹈
演员大赛（中专组）指导学生获江苏舞蹈
新秀；2018 年第六届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
演活动指导剧目获省级一等奖；2019 年编
排剧目入选第十二届全国“桃李杯”舞蹈
教育教学成果展演。在省市级以上刊物公
开发表或获奖论文 5 篇。

舞蹈

表演

专任
专业
教师

吴晓君 35 本科 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三级演员/中级

200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艺术
类）指导学生获独双三人舞组二等奖。在
省市级以上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 3 篇；主
编舞蹈武功教材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

舞蹈

表演

专任
专业
教师

杜国军 40 本科 舞蹈教育 舞蹈表演 二级演员/副高

第二届江苏省艺术中专校专业教师技能
比赛获舞蹈组三等奖；江苏省第五届中小
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获指导教师奖；全国第
五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指导剧目获
艺术表演类中学乙组一等奖；2016 年第七
届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
获优秀奖；指导剧目入围第 11 届全国“桃
李杯”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2017
年第八届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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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竞赛获摄影、视频类项目一等奖，同
时获省级优秀指导教师奖。2017 年第十三
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指
导剧目获优秀奖；2018 年第六届全国中小
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指导剧目获省级一等
奖；2019 年编排剧目入选第十二届全国
“桃李杯”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演。在省
市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或获奖论文 4 篇。

舞蹈
表演

专任
专业

教师

周筱惠 37
研究生
/硕士

电影学 舞蹈表演 讲师
2014 年全省艺术学校学生作文写作与朗
诵比赛指导学生获三等奖；在省市级以上
刊物公开发表或获奖论文 1 篇。

舞蹈

表演

专任
专业
教师

徐婷 33
研究生

/硕士
管理学 舞蹈表演

助理讲

师
在省市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论文 3 篇。

音乐
专业
负责
人

俞璟 49 本科
音乐艺术
表演（美

声）
音乐 二级演员/副高

2006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获声乐
独唱教师组二等奖;2010 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获声乐独唱教师组一等奖；
2010 年无锡市职业教育专业技能声乐比
赛获市一等奖；2010-2016 年江苏省职业
学校技能大赛指导学生获声乐独唱项目
共计 2 个一等奖、4 个二等奖；2013、2015、
2017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优秀教练奖”；
2019 年指导学生参加江苏职业学校技能
大赛获三等奖。在省市级以上刊物公开发
表或获奖论文 4 篇；主持市级课题 1 个，
已结题；主持省级课题 1个，在研；主编
声乐教材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音乐
专任
专业

教师

吴艳瑾 48 本科
无线电技

术
音乐

高级讲
师

江苏省第四届职业教育领军人才（校长）
高级研修班成员；无锡市中等职业学校专
业课说课比赛获电工基础课程一等奖；在
省市级以上公开发表或获奖论文 6 篇，副
主编教材 1 本，主要参与国家、省、市级
课题研究 7 个，6个结题，1 个正在进行，
主要参与国家级精品课程数字化资源建
设项目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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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专任

专业
教师

吴慧箐 41 本科
器乐演奏
（古筝）

音乐
三级演奏员/中

级

2012 年无锡市职业教育专业技能竞赛器
乐独奏比赛获教师组一等奖。2012 年江苏
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获器乐独奏教师组
三等奖。2015 年第五届江苏省艺术职业学
校专业教师技能比赛获器乐组三等奖。
2011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中指导
学生获艺术类器乐独奏项目学生组三等
奖。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指导
学生获艺术类器乐独奏（学生组）三等奖。
在省市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论文 4 篇。

音乐
专任
专业
教师

周韵 35
本科/

学士

民族乐器
演奏（二
胡））

音乐 讲师
三级演奏员/中

级

2009 年第三届江苏省艺术院校教师专业
技能比赛获器乐组二等奖；2011 年无锡市
职业教育专业技能竞赛器乐独奏比赛获
教师组一等奖；2011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
能大赛（艺术类）获器乐比赛（教师组）
一等奖；2016 年无锡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获教师组二等奖；2017 年无锡市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获教师组一等奖；2017 江苏省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获二等奖。2007 年江苏省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指导学生获二等奖；
2015 年无锡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指导学
生获 1 个二等奖，1 个三等奖，本人获优
秀教练奖；2016 年无锡市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指导学生获三等奖，本人获优秀教练
奖；2017 年无锡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指导
学生获一等奖；2018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指导学生获二等奖；2019 年第十届
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获
优秀指导教师.

音乐
专任
专业
教师

王达嫱 31
本科/

学士
音乐学 音乐 讲师

2013 年无锡市职业教育专业技能竞赛获
器乐组二等奖；2013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
能大赛获器乐独奏项目教师组三等奖；
2014 年无锡市职业教育专业技能竞赛获
器乐独奏项目比赛教师组一等奖，声乐独
唱项目比赛三等奖；2014 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获艺术类器乐独奏项目教师
组二等奖。2017 年无锡市职业学校教学比
赛微课设计与应用项目二等奖；2017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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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艺术职业学会首届“微课”大赛获三等
奖；2018 年第六届江苏省艺术职业学校专
业教师技能比赛获个人二等奖；2019 年参
加江苏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获教师组二等
奖。在省市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或获奖论
文 3 篇。

音乐
专任
专业
教师

陈明 38
本科/

学士
音乐表演 音乐

助理讲

师
四级演员/初级

2006 第二届江苏省艺术中专校专业教师
技能比赛声乐组比赛获个人三等奖；2010
年无锡市职业教育专业技能竞赛声乐项
目比赛获个人三等奖；2014 年无锡市职业
教育专业技能竞赛声乐独唱项目比赛获
个人三等奖。在省市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
论文 3 篇。

音乐
专任
专业
教师

管恒川 48
本科/

学士
音乐教育 音乐 讲师

2007 年首届江苏省艺术中专校学生技能
比赛指导学生获声乐组一等奖；2019 指导
学生获江苏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一等奖。在
省市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论文 1 篇。

音乐

专任

专业
教师

蒋爱萍 31
研究生
/硕士

英语语言
文学

音乐
一级教

师

2017 年无锡市职业学校教学比赛获课堂
教学大赛项目三等奖。在省市级以上刊物
公开发表论文 3 篇。

音乐

专任

专业
教师

邹宇颖 29
研究生
/硕士

作曲、钢
琴表演

音乐

2018 年第六届江苏省艺术职业学校专业
教师技能大赛获个人三等奖。在省市级以
上刊物公开发表论文 3 篇；在国家级刊物
上公开发表原创乐曲 4 首。

戏曲
表演

专业
负责

人

季志良 57 研究生 戏曲表演 戏曲表演
一级演奏员/正

高

2010 年全省艺术职业学校课堂教学评比
暨说课比赛获优秀教学奖；2014 年第二届
全国青少年戏曲比赛指导学生获组委会
特别奖，本人获指导教师奖；2015 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艺术专业技能
赛项戏曲表演分赛项比赛指导学生获个
人二等奖，本人获指导教师奖；2015 年无
锡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指导学生获器乐
独奏项目学生组一等奖，本人获优秀教练
奖；2016 年第七届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竞赛指导节目获才艺展示类
-舞台类项目三等奖和优秀奖，本人获优
秀指导教师；2016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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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获器乐独奏项目中职学生组三等奖，
本人获优秀教练奖；2017 年第八届江苏省
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指导节目
获才艺展示类-舞台项目一等奖，本人获
优秀教师指导奖；2017 年指导剧目参加全
国戏曲院校教学成果展演；2018 年指导剧
目参加第三届全国“梨花杯”青少年戏曲
教育成果展示活动。2018 年季志良锡剧名
师工作室被评为无锡市名师工作室；在省
市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论文 4 篇；主持省
市级课题研究 3 个，1个已结题，2 个正
在进行；主编锡剧教材由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出版。

戏曲
表演

专任
专业
教师

黄静慧 54 大专 戏曲表演 戏曲表演 一级演员/正高
获第二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第 24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第十届中国戏剧
节戏剧奖、优秀表演奖。

戏曲
表演

专任

专业
教师

华国贤 55 本科 戏曲表演 戏曲表演 二级演员/副高

2012 年文华艺术院校奖-第十届“桃李杯”
舞蹈比赛指导剧目获二等奖，本人获园丁
奖；2013 年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指导剧目获艺术表演类中学乙组一
等奖。2015 年指导学生获第十九届“中国
少儿戏曲小梅花”江苏赛区银奖。在省市
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论文 2 篇。

戏曲
表演

专任
专业

教师

沈悦 47 本科 戏曲表演 戏曲表演
三级演奏员/中

级

2013 年江苏省少儿戏曲大赛优秀辅导教
师奖。在省市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论文 2
篇。

戏曲
表演

专任
专业

教师

宋丽 41
本科/
硕士

汉语言文
学

戏曲表演
高级讲

师

2010 年全省艺术职业学校课堂教学评比
暨说课比赛获教学奖；2011 年江苏省职业
学校学生“颂歌献给党征文”比赛指导学
生获一等奖。2014 年全省艺术学校学生作
文写作与朗诵比赛指导学生获 1 个一等
奖，1 个三等奖。在省市级以上刊物公开
发表论文 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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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
表演

专任
专业

教师

孙于蓝 34
本科/
硕士

汉语言文
学

戏曲表演 讲师
2011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学生“颂歌献给党
征文”比赛指导学生获三等奖。在省市级
以上刊物公开发表或获奖论文 3 篇。

舞蹈

表演

外聘
专业
教师

徐光宇 76 本科 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高级讲

师

舞蹈
表演

外聘

专业
教师

刘强 45 本科 体操 舞蹈表演
中级教练员/中

级

舞蹈
表演

外聘
专业

教师

郭宏生 72 中专 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三级演员/中级

音乐
外聘
专业
教师

管文威 51 大专 器乐演奏 音乐
三级演奏员/中

级

音乐

外聘

专业
教师

杨元旦 63 中专 器乐演奏 音乐
二级演奏员/副

高

戏曲
表演

外聘
专业

教师

成国罗 68 中专 戏曲表演 戏曲表演 二级演员/副高
2017 年指导剧目参加全国戏曲院校教学
成果展演。2019 年获第十届江苏省中等职
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优秀指导教师。

戏曲

表演

外聘
专业
教师

李钊 61 中专 戏曲表演 戏曲表演 二级演员/副高
2019 年获第十届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文
明风采”活动优秀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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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
表演

外聘
专业

教师

华金瑞 73 中专 戏曲表演 戏曲表演 一级演员/正高
指导学生获 2011 年度第十五届“中国少
儿戏曲小梅花”地方戏专业组金花称号，
小梅花“十佳”称号。

戏曲

表演

外聘
专业
教师

张卫国 48 中专 戏曲表演 戏曲表演
三级演奏员/中

级
2018 年指导剧目参加第三届全国“梨花
杯”青少年戏曲教育成果展示活动。

注 1：表中类型栏选择“专业负责人、专任专业教师、外聘专业教师”进行填写。

注 2：教师教科研成果主要填写市级以上教学、技能大赛、信息化大赛获奖情况及公开发表的论文数、主编或参编的教材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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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内实验实训资源

专业名称

校内实验实训（室）基地 1

各专业主要的专用

实验实训室(基地)
专业群内各专业主要共享

实验实训室(基地)

实验实训室(基地)一
名称 2

实验实训室(基地)二
名称 2

实验实训室(基地)三
名称 2

实验实训室(基地)
一 名称 2

实验实训室(基地)二
名称 2

实验实训室(基地)
三 名称 2

舞蹈表演 舞蹈教室（12 间）

实训排练厅

（10 间）
学生活动中心

实验剧场

（含音乐厅）
音乐

电钢琴教室（1间） 教师琴房（17 间）

乐理教室（2间） 学生琴房（24 间）

声乐教室（2间） 视唱教室（1间）

戏曲表演 锡剧教室（4间）

注 1：专业群内同一校内实验实训（室）基地不重复填写；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实验实训室(基地)名称栏。

注 2：中央财政或省财政支持的实验实训基地（或中心）注明“（国家）”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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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设备情况

专业名称

主要设备基本信息

实验实习场所名称 1

（面积、设备价值）
主要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出厂日期 设备数量

设备单价

（万元)
设备价值小计

(万元)
设备完好

情况

舞蹈

表演

舞蹈教室 101

（面积 200 平方米，

设备价值 5.6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8-09-01 1 1.71 1.71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8-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8-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8-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UR-125LW/SEQ-N2 2018-09-01 2 0.73 1.46 完好

舞蹈教室 102

（面积 200 平方米，

设备价值 5.6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8-09-01 1 1.71 1.71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8-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8-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8-09-01 1 0.37 0.37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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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 KUR-125LW/SEQ-N2 2018-09-01 2 0.73 1.46 完好

舞蹈教室 103

（面积 200 平方米，

设备价值 5.6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8-09-01 1 1.71 1.71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8-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8-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8-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UR-125LW/SEQ-N2 2018-09-01 2 0.73 1.46 完好

舞蹈教室 104

（面积 200 平方米，

设备价值 5.6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8-09-01 1 1.71 1.71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8-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8-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8-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UR-125LW/SEQ-N2 2018-09-01 2 0.73 1.46 完好

舞蹈教室 201

（面积 200 平方米，

设备价值 5.6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8-09-01 1 1.71 1.71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8-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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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III

播放器 MG06 2018-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8-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UR-125LW/SEQ-N2 2018-09-01 2 0.73 1.46 完好

钢琴 卡西欧 2018-09-01 1 完好

舞蹈教室 202

（面积 200 平方米，

设备价值 5.6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8-09-01 1 1.71 1.71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8-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8-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8-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UR-125LW/SEQ-N2 2018-09-01 2 0.73 1.46 完好

钢琴 卡西欧 2017-09-01 1 1.2 1.2 完好

舞蹈教室 203

（面积 200 平方米，

设备价值 5.6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8-09-01 1 1.71 1.71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8-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8-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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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面 无 2018-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UR-125LW/SEQ-N2 2018-09-01 2 0.73 1.46 完好

舞蹈教室 204

（面积 200 平方米，

设备价值 5.6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8-09-01 1 1.71 1.71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8-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8-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8-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UR-125LW/SEQ-N2 2018-09-01 2 0.73 1.46 完好

舞蹈教室 301

（面积 200 平方米，

设备价值 5.6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8-09-01 1 1.71 1.71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8-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8-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8-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UR-125LW/SEQ-N2 2018-09-01 2 0.73 1.46 完好

舞蹈教室 302

（面积 200 平方米，

设备价值 5.6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8-09-01 1 1.71 1.71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8-09-01 1 0.57 0.57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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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
ART310-A

MKIII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8-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8-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UR-125LW/SEQ-N2 2018-09-01 2 0.73 1.46 完好

舞蹈教室 303

（面积 200 平方米，

设备价值 5.6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8-09-01 1 1.71 1.71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8-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8-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8-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UR-125LW/SEQ-N2 2018-09-01 2 0.73 1.46 完好

舞蹈教室 304

（面积 200 平方米，

设备价值 5.6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8-09-01 1 1.71 1.71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8-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8-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8-09-01 1 0.37 0.37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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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 KUR-125LW/SEQ-N2 2018-09-01 2 0.73 1.46 完好

第四排练厅

（面积 158 平方米，

设备价值 4.2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7-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7-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7-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FR-120LW 2017-09-01 2 0.885 1.77 完好

第五排练厅

（面积 188 平方米，

设备价值 6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7-09-01 1 1.71 1.71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7-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7-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7-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FR-120LW 2018-09-01 2 0.885 1.77 完好

第七排练厅

（面积 188 平方米，

设备价值 4.2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7-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7-09-01 1 0.9 0.9 完好



25

地柜 无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7-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FR-120LW 2017-09-01 2 0.885 1.77 完好

第八排练厅

（面积 188 平方米，

设备价值 4.2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7-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7-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7-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FR-120LW 2017-09-01 2 0.885 1.77 完好

第九排练厅

（面积 138 平方米，

设备价值 4.2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7-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7-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7-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FR-120LW 2017-09-01 2 0.885 1.77 完好

大排练厅

（面积 428 平方米，

设备价值12.56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7-09-01 1 3.42 3.42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7-09-01 1 1.14 1.14 完好

音响 ART310-A 2017-09-01 2 0.3 0.6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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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III

播放器 MG06 2017-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7-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RF28W/B-N2 2017-12-01 2 2.25 4.5 完好

钢琴 雅马哈 2017-09-01 1 1.25 1.25 完好

第一排练厅

（面积 288 平方米，

设备价值16.13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7-09-01 1 3.42 3.42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7-09-01 1 1.14 1.14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7-09-01 2 0.3 0.6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7-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空调 RF28W/B-N2 2017-12-01 2 2.25 4.5 完好

地毯 无 2017-09-01 4 0.5 2.0 完好

海绵包 无 2017-09-01 100 0.021 2.1 完好

弹簧板 无 2017-09-01 1 0.35 0.35 完好

肋木 无 2017-09-01 1 0.74 0.74 完好

第六排练厅

（面积 188 平方米，

设备价值 6.8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8-09-01 1 1.71 1.71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8-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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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器 MG06 2018-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8-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8-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UR-125LW/SEQ-N2 2018-09-01 2 0.73 1.46 完好

钢琴 雅马哈 2017-09-01 1 1.2 1.2 完好

音乐

电钢琴教室

（面积 56 平方米，设

备价值 10.905 万元）

电钢琴 卡西欧 2017-09-01 24 0.3 7.2 完好

电脑 联想 2017-09-01 1 0.35 0.35 完好

空调 KUR-125LW/SEQ-N2 2017-09-01 1 0.855 0.855 完好

控制系统 无 2017-09-01 1 2.5 2.5 完好

大乐理教室

（面积 60 平方米，设

备价值 5.725 万元）

钢琴 雅马哈 2017-09-01 1 1.35 1.35 完好

电子黑板
欧帝 70 寸互动黑

板
2017-09-01 1 3.5 3.5 完好

课桌椅 无 2017-09-01 35 0.025 0.875 完好

乐理教室

（2间 ，面积 60 平方

米，设备价值 6.588

万元））

钢琴 卡西欧 2017-09-01 1 1.25 1.25 完好

投影设备 索尼 2017-09-01 1 0.75 0.75 完好

空调 海信 2017-09-01 1 0.194 0.1940 完好

音响 五 2017-09-01 1 0.35 0.35 完好

课桌椅 无 2017-09-01 30 0.025 0.75 完好

视唱教室

（2 间，面积 60 平方

米，设备价值 6.588

万元）

钢琴 卡西欧 2017-09-01 1 1.25 1.25 完好

投影设备 索尼 2017-09-01 1 0.75 0.75 完好

空调 海信 2017-09-01 1 0.194 1940 完好

音响 无 2017-09-01 1 0.35 0.35 完好

http://zzgl.jsve.edu.cn:80/console/OpenLabAction.edu?method=EditTrainBaseForWard&id=5245
http://zzgl.jsve.edu.cn:80/console/OpenLabAction.edu?method=EditTrainBaseForWard&id=5245
http://zzgl.jsve.edu.cn:80/console/OpenLabAction.edu?method=EditTrainBaseForWard&id=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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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桌椅 无 2017-09-01 30 0.025 0.75 完好

琴房

（24 间，面积 144 平

方米，设备价值

25.968 万元）

吸音板 无 2017-09-01 1 0.0195 0.0195 完好

钢琴 卡西欧 2017-09-01 1 0.85 0.85 完好

镜面 无 2017-09-01 1 0.0185 0.0185 完好

空调 海信 2017-09-01 1 0.194 0.194 完好

教师琴房

（17 间，面积 200 平

方米，设备价值

25.194 万元）

吸音板 无 2017-09-01 1 0.0195 0.0195 完好

钢琴 雅马哈 2017-09-01 1 1.25 1.25 完好

镜面 无 2017-09-01 1 0.0185 0.0185 完好

空调 海信 2017-09-01 1 0.194 0.194 完好

戏曲

表演

第二排练厅

（面积 188 平方米，

设备价值 5.6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7-09-01 1 1.71 1.71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7-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7-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7-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UR-125LW/SEQ-N2 2017-09-01 2 0.73 1.46 完好

第三排练厅

（面积 188 平方米，

设备价值 5.69 万元）

监控 HPW5221 2017-09-01 2 0.04 0.08 完好

舞蹈地胶 无 2017-09-01 1 1.71 1.71 完好

舞蹈把杆 无 2017-09-01 1 0.57 0.57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http://zzgl.jsve.edu.cn:80/console/OpenLabAction.edu?method=EditTrainBaseForWard&id=5243
http://zzgl.jsve.edu.cn:80/console/OpenLabAction.edu?method=EditTrainBaseForWard&id=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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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器 MG06 2017-09-01 1 0.9 0.9 完好

地柜 无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镜面 无 2017-09-01 1 0.37 0.37 完好

空调 KUR-125LW/SEQ-N2 2017-09-01 2 0.73 1.46 完好

实训教室（一）

（面积 98 平方米，设

备价值 4.305 万元）

表演道具 无 2017-09-01 1 2.0 2.0 完好

电视机 2017-09-01 1 0.25 0.25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7-09-01 1 0.9 0.9 完好

空调 KUR-125LW/SEQ-N2 2017-09-01 1 0.855 0.855 完好

实训教室（二）

（面积 98 平方米，设

备价值 4.305 万元）

表演道具 无 2017-09-01 1 2.0 2.0 完好

电视机 2017-09-01 1 0.25 0.25 完好

音响
ART310-A

MKIII
2017-09-01 1 0.3 0.3 完好

播放器 MG06 2017-09-01 1 0.9 0.9 完好

空调 KUR-125LW/SEQ-N2 2017-09-01 1 0.855 0.855 完好

注 1：专业群内同一校内实验实训（室）基地不重复填写；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实验实习场所(基地)名称栏。

http://zzgl.jsve.edu.cn:80/console/OpenLabAction.edu?method=EditTrainBaseForWard&id=5245
http://zzgl.jsve.edu.cn:80/console/OpenLabAction.edu?method=EditTrainBaseForWard&id=5244
http://zzgl.jsve.edu.cn:80/console/OpenLabAction.edu?method=EditTrainBaseForWard&id=5245
http://zzgl.jsve.edu.cn:80/console/OpenLabAction.edu?method=EditTrainBaseForWard&id=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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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企合作情况

专业名称

校企合作基本信息 1

合作单位名称

是否为区

域内专业

骨干企业

合作协

议签订

时间

兼任专业课程

教学任务人数

及完成的教学

工作量

接受本专

业群学生

实习人数

开展订单培养学

生人数

开展本专业群

教师企业实践

锻炼人数

为企业开展

职工培训人

次

其它合作情况及

效益

舞蹈表演
无锡市歌舞剧

院
是

2012 年 4

月 23 日

32课时/4人

/周
35 19 10 35 无锡市政府拨

款 150 万/年

锡剧班（含歌

舞班）教育经

费，校团共同

培养。

音乐 无锡市锡剧院 是
2012 年 3

月 17 日

24课时/3人

/周
25 3 9 31

戏曲表演 无锡市锡剧院 是
2012 年 3

月 17 日

24课时/3人

/周
20 3 6 31

戏曲表演
张家港市锡剧

团
是

2011 年 8

月 29 日

24课时/3人

/周
20 13 6 19

2 万/生/年，

定向培养。

戏曲表演 宜兴市锡剧团 是
2013 年 7

月 4 日

24课时/3人

/周
15 10 6 16

2 万/生/年，

定向培养。

注 1：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领域有合作并取得实效的企事业单位，以近三年数据总和填写。



31

(七)、教材选用情况

专业名称

教材选用基本信息

课程类别
1

课程名称 学时数
开设

学期
教材名称及出版单位

何时

出版

是否为国家规划和省级

推荐教材

舞蹈表演 专业课 基训★ 1260
一~

十
《古典芭蕾舞基本功训练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8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舞蹈表演 专业课 基训★ 1260
一~

十
《古典芭蕾舞训练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9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舞蹈表演 专业课 基训★ 680
一~

十
《中国舞基本训练课例(中专女班)(一年级至三年

级)(附 DVD 六张)》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2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舞蹈表演 专业课 基训★ 680
一~

十
《中国舞基本训练课例(中专女班)(四年级至六年

级)(附 DVD 六张)》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2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舞蹈表演 专业课 民舞★ 648
三~

十
《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3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舞蹈表演 专业课 民舞★ 648
三~

十
《中国民族民间舞初级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3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舞蹈表演 专业课 民舞★ 648
三~

十
《中国民族民间舞》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舞蹈表演 专业课 民舞★ 648
三~

十
《中国民族民间舞基本功技术训练教程》上海音乐

出版社
2013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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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表演 专业课 民舞★ 162
三~

四
《藏族传统民间舞蹈教程（北舞院）》上海音乐出

版社
2011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舞蹈表演 专业课 武功★ 1152
一~

八
《中国舞蹈武功技巧》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舞蹈表演 专业课 武功★ 288
七~

八
《舞蹈筋斗基本训练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0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舞蹈表演 专业课 拉丁★ 1512
一~

十
《拉丁舞技巧学习参考》北京国际标准舞学院（内

部教材）
2013 年 否

音乐 专业课 乐理★ 216
一~四；

七~八
《基本乐理简明教程》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2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音乐 专业课 乐理★ 216
一~四；

七~八

《走进音乐殿堂-基本乐理与音乐常识卷（第 6版）》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音乐 专业课 视唱★ 504
一~

十
《视唱基础教程》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音乐 专业课 视唱★ 504
一~

十
《单声部视唱教程（上）（修订版）》上海音乐出

版社
2015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音乐 专业课 钢辅★ 216
一~

六
《钢琴基础教程 1（修订版）》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0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音乐 专业课 钢辅★ 216
一~

六
《哈农钢琴练指法》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7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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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专业课 声乐★ 1332
一~

十
《中外经典声乐作品弹唱谱例（上册）》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3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音乐 专业课 音乐欣赏★ 72
五~

六
《音乐欣赏》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音乐 专业课 音乐欣赏★ 72
五~

六
《音乐鉴赏》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4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音乐 专业实践课 音乐史 72
五~

六
《外国音乐简史》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1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音乐 专业实践课 音乐史 72
五~

六
《中国音乐简史》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2 年 国家规划、省级推荐

舞蹈表演 专业实践课 武功 1152
一~

八

《中国舞武功技巧教材（中职六年制）》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公开发行）
2019 年 否

音乐 专业实践课 声乐 1332
一~

十
《音乐表演专业声乐课程教材（中职）》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公开发行）
2019 年 否

戏曲表演 专业实践课 形体 792
一~

十
《锡剧演员形体训练与水袖训练》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公开发行）
2019 年 否

舞蹈表演 专业实践课 武功 1152
一~

八
《中国舞表演专业武功技巧课程三年级教材（中专

男、女班）》校本教材
否

舞蹈表演 专业实践课 民舞 324
一~

六
《中国民族民间舞女班（1-3 年级）》校本教材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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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表演 专业实践课 民舞 324
七~

十
《中国民族民间舞女班（4-5 年级）》校本教材 否

舞蹈表演 专业实践课 剧目排练 256
九~

十
《舞蹈剧目排练课》校本教材 否

舞蹈表演 专业实践课 基训 1260
一~

十
《中国舞基本功训练课（中专女班）》校本教材 否

音乐 专业实践课 器乐 666
一~

十
《古筝（上）》校本教材 否

音乐 专业实践课 器乐 666
一~

十
《古筝（下）》校本教材 否

音乐 专业实践课 器乐 1332
一~

十
《二胡》校本教材 否

音乐 专业实践课 器乐 1332
一~

十
《竹笛》校本教材 否

音乐 专业实践课 器乐 666
一~

四
《钢琴专业课程（中职三年制）》校本教材 否

音乐 专业实践课 声乐 666
一~

四
《声乐演唱大纲（流行音乐、歌舞方向）》校本教

材
否

音乐 专业实践课 声乐 666
一~

四
《中职声乐基础训练教程》校本教材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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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专业实践课 钢辅 216
一~

六
《钢琴辅修》校本教材 否

音乐 专业实践课 视唱 504
一~

十
《视唱练耳（中职六年制）课程》校本教材 否

音乐 专业实践课 剧目排练 256
九~

十
《实训剧目（声乐卷）》校本教材 否

音乐 专业实践课 剧目排练 256
九~

十
《实训剧目（器乐卷）》校本教材 否

音乐 专业实践课 乐理 216
一~

四
《基本乐理课程（中职三年级）》校本教材 否

戏曲表演 专业实践课 伴奏 1332
一~

十
《戏曲音乐 锣鼓、打击乐》校本教材 否

戏曲表演 专业实践课 形体 792
一~

十
《锡剧演员水袖训练课程》校本教材 否

注 1：课程类型分为专业课、专业实践课。专业核心课程名称后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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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技能大赛、创新大赛、创业大赛、信息化大赛等项目组织及获奖情况

技能大赛、创新大赛、创业大赛、信息化大赛等项目基本情况(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行数)

级别 项目名称 组织时间 参赛学生数 参赛教师数 外单位参赛人数

校级

2017年无锡文化艺术

学校技能比赛
2017 年 10 月 全体学生 全体专业教师 0

2018年无锡文化艺术

学校技能比赛
2018 年 10 月 全体学生 全体专业教师 0

2019年无锡文化艺术

学校技能比赛
2019 年 10 月 全体学生 全体专业教师 0

级别 项目名称 获奖时间 获奖情况 选手类型
1

姓名

市级

2016年无锡市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中国舞及

当代舞项目比赛

2016 年 11 月 中职组一等奖 学生 刘森、季权

2016年无锡市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器乐独奏

项目比赛

2016 年 11 月 中职组一等奖 学生 顾航帆

2016年无锡市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声乐独唱

项目比赛

2016 年 11 月 中职组一等奖 学生 胡晶柯

2016年无锡市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中国舞及

当代舞项目比赛

2016 年 11 月 中职组二等奖 学生 闵佩俞、王易博

2016年无锡市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声乐独唱

项目比赛

2016 年 11 月 学生组二等奖 学生 荣可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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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无锡市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器乐独奏

项目比赛

2016 年 11 月 中职组三等奖 学生 葛凡音

2016年无锡市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器乐独奏

项目比赛

2016 年 11 月 教师组二等奖 教师 周韵

2016年无锡市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
2016 年 11 月 优秀教练奖 教师

苏超、邢军强、俞璟、

周韵

2017年无锡市职业学

校教学比赛项目二课

堂教学比赛

2017 年 3 月 三等奖 教师 蒋爱萍、赵祎涵

2017年无锡市职业学

校教学比赛项目四微

课比赛

2017 年 5 月 一等奖 教师 苏超

2017年无锡市职业学

校教学比赛项目四微

课比赛

2017 年 5 月 一等奖 教师 王达嫱

2018年无锡市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声乐独唱

项目比赛

2018 年 11 月 中职组一等奖 学生 朱涵彬

2018年无锡市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声乐独唱

项目比赛

2018 年 11 月 中职组二等奖 学生 秦朗

2018年无锡市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声乐独唱

项目比赛

2018 年 11 月 中职组二等奖 学生 王璁

2018年无锡市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器乐独奏

项目比赛

2018 年 11 月 中职组三等奖 学生 翟圣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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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无锡市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器乐独奏

项目比赛

2018 年 11 月 教师组一等奖 教师 王达嫱

2018年无锡市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中国舞及

当代舞项目比赛

2018 年 11 月 中职组一等奖 学生 柴泽昂

2018年无锡市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中国舞及

当代舞项目比赛

2018 年 11 月 中职组二等奖 学生 谭淇心、李思涵

省级

2016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

类中国舞及当代舞项

目

2016 年 8 月 中职学生组三等奖 学生
郑泽平、孙青山、陈

科

2016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

类声乐独唱项目

2016 年 8 月 中职学生组三等奖 学生 陈倩媛

2016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

类器乐独奏项目

2016 年 8 月 中职学生组三等奖 学生 张舒建

2016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
2016 年 8 月 优秀教练奖 教师

季志良、钱莉娜、俞

璟

2017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

类声乐独唱项目

2017 年 8 月 中职学生组一等奖 学生 胡晶柯

2017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

类中国舞及当代舞项

目

2017 年 8 月 中职学生组二等奖 学生 季权、刘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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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

类器乐独奏项目

2017 年 8 月 中职学生组三等奖 学生 顾航帆

2017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

类器乐独奏项目

2017 年 8 月 中职教师组二等奖 教师 周韵

2017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
2017 年 8 月 优秀教练奖 教师 俞璟、苏超

首届中国艺术职业教

育学会微课教学评比
2017 年 12 月 三等奖 教师 王达嫱

2018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

类中国舞及当代舞项

目

2018 年 1 月 中职学生组二等奖 学生 季权、刘森

2018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

类器乐独奏项目

2018 年 1 月 中职学生组二等奖 学生 葛凡音

2018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

类器乐独奏项目

2018 年 1 月 中职学生组三等奖 学生 陈蕴祎

2018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

类声乐独唱项目

2018 年 1 月 中职学生组三等奖 学生 朱莹

第六届江苏省中小学

生艺术展演活动
2018 年 8 月 一等奖 学生 刘子涵等

第六届江苏省艺术职

业学校专业教师技能

比赛

2018 年 9 月 银奖 教师 王达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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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江苏省艺术职

业学校专业教师技能

比赛

2018 年 9 月 铜奖 教师 邹宇颖

2019江苏职业学校技

能大赛文化艺术类中

国舞及当代舞项目

2019 年 1 月 中职学生组一等奖 学生 柴泽昂

2019江苏职业学校技

能大赛文化艺术类声

乐独唱项目

2019 年 1 月 中职学生组一等奖 学生 朱涵彬

2019江苏职业学校技

能大赛文化艺术类声

乐独唱项目

2019 年 1 月 中职学生组三等奖 学生 秦朗

2019江苏职业学校技

能大赛文化艺术类中

国舞及当代舞项目

2019 年 1 月 中职学生组二等奖 学生 谭淇心

2019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

类器乐独奏项目

2019 年 1 月 中职学生组二等奖 学生 翟圣烨

2019年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

类器乐独奏项目

2019 年 1 月 中职教师组二等奖 教师 王达嫱

国家级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职组中国

舞表演比赛

2014 年 6 月 个人一等奖 学生 靳子谦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职组中国

舞表演比赛

2014 年 6 月 个人三等奖 学生 刘菲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国优秀
2014 年 6 月 一等奖和优秀表演奖 学生 李梦恒、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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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艺术表演赛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国舞表演

比赛

2014 年 6 月 优秀指导教师奖 教师 邢军强

2015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中职组艺术专

业技能赛项戏曲表演

分赛项比赛

2015 年 7 月 个人二等奖 学生 王英健

2015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中职组艺术专

业技能赛项戏曲表演

分赛项比赛

2015 年 7 月 指导教师奖 教师 季志良

全国第五届中小学生

艺术展演活动
2016 年 4 月 中学乙组一等奖 学生 李雪梦、乔文茜等

第 11 届全国“桃李

杯”舞蹈教育教学成

果展示活动

2016 年 8 月 入围 学生 巩玲莉、蒋梦鑫等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职组“艺

术专业技能”比赛

2017 年 5 月 中国舞表演赛项银奖 学生 刘森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职组“艺

术专业技能”比赛

2017 年 5 月 中国舞表演赛项银奖 学生 季权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2017传播交流推广—

—全国戏曲艺术院校

教学成果展（武生、

武旦、武净、武丑）

2017、2018 年 优秀成果奖 学生 王英健、徐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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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芳华杯”艺术

职业教育成果展示
2018 年 7 月 优秀精品课 教师 钱莉娜、赵祎涵

“梨花杯”青少年戏

曲教育教学成果展示
2018 年 8 月 优秀教育教学成果 学生/教师

王英健（指导老师：

季志良）

全国第六届中小学生

艺术展演活动
2018 年 8 月 一等奖 学生 乔文茜、蒋梦鑫等

2019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艺术专业技能

（戏曲表演）比赛

2019 年 5 月 三等奖 学生 盛轲

注 1：选手类型选择填写教师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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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情况验收对照表

栏目 实际建设情况 未来 5年建设规划 学校自评 1

专业群构建 目标定位

1.我校专业建设规划制订和实施科学合理，舞蹈表演专

业群建设在专业建设规划中地位明显，专业面向区域经济和

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战场，培养艺术生产、文化事业发展急需

的德艺双馨的高素质、高技能艺术人才。培养目标上以 “小

专业、出精品”为核心定位，为专业院团订单式培养演职人

员，为高等艺术院校输送拔尖生源，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应

用型表演人才三个目标；功能定位上从满足文化系统内部对

艺术人才的需要，调整为满足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要，满足

人民群众对艺术求知的需要，为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建设“文

化无锡”提供人才支持。

2. 专业群建设以“围绕舞台、传承文化、服务社会”为

宗旨，按照“系统推进，重点突破，发扬优势，彰显特色”

的专业群建设原则，群内各专业定位明确，面向文化艺术产

业，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 担当锡剧非遗传承人的培养

重任, 推行“校团一体，学演结合”的艺术教育新模式, 推

动学生的多元化可持续发展。

从职业教育规律和中职人才培养

规律出发，结合地区经济发展需求，重

点建设好舞蹈表演专业群，不断深化专

业群内涵建设，同时完善舞蹈表演专业

群，重点培育舞蹈表演专业，辐射带动

音乐、戏曲表演等专业，建成交互关联、

具有竞争力的专业群，以适应行业和区

域经济发展需求，逐渐形成以市场为导

向，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的现代中等

艺术职业教育定位，为江苏省文化产业

不断培养更多更好的运用型人才，打造

无锡文化艺术的闪亮品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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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组成

1．我校舞蹈表演专业群由舞蹈表演、音乐和戏曲表演三

个专业组成，三个专业均始建于 1960 年前后，是我校开办时

间最早、就业形势最好、市场需求最多、社会美誉度最高的

专业，戏曲专业（锡剧表演方向）在无锡市委市政府大力支

持下于 2007 年重新开办，各专业都连续招生，表演类专业相

融相通，组合科学、结构稳定，适应职业岗位迁移。

2.我校舞蹈表演专业群的核心专业是舞蹈表演专业，该

专业近十多年来都是处于省内一流、全国有影响力地位，屡

屡在国家级专业舞蹈赛事、省级职业技能大赛中披金斩银。

该专业 2011 年被评为全省职业学校品牌专业，2017 年被评为

无锡市职业教育现代化品牌专业，2019 年被评为现代学徒制

试点项目，通过两轮“江苏省职业学校示范专业”评估、同

时还是江苏省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专业实验点。

有效对接区域文化艺术产业，形成

以舞蹈表演、音乐和戏曲表演为专长的

舞蹈表演专业群；专业群资源配置与各

专业配置更加合理，专业设置更加契合

市场的需求和学生成才需要。专业组合

更好适应职业岗位迁移，专业群建设有

成效。

A

建设机制

1.我校积极探索校企合作的专业群组织体系的创新，以

相关的行业和单位为主体建立学校理事会，审议学校办学章

程和发展规划，规范办学行为，参与专业群建设。在学校理

事会的支持下，舞蹈表演专业群先后与无锡市锡剧院、无锡

市歌舞剧院、宜兴市锡剧团、张家港市锡剧团等具有影响力

的专业院团形成了对话协作机制，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舞蹈表演专业群配备以分管教学副校长为群负责人，学科科

长、学科带头人为专业负责人和群课程负责人，职责明确，

运行高效。

2. 我校建立了完善的适应专业群建设需求的专业群建

设机制和教学管理制度。

3.我校建立了群资源共享平台和群网络学习平台及《无

锡文化艺术学校校园网后台教务管理平台》，能充分利用各

种信息化手段进行教学常规管理和教学质量监督。

进一步优化专业群组织体系，形成

更为完善的管理制度与实施程序。充分

运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实现教学资源的

高效利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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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实际建设情况 未来 5 年建设规划 学校自评 1

培养模式改革 培养方案

1.我校专业指导委员会，邀请演出剧团的专家参

与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和实施，与无锡市歌舞剧院、

无锡市锡剧院、张家港锡剧团、宜兴市锡剧团等剧团

一起实施联合招生、联合培养、联合育人，推行“校

团一体、学演结合”的艺术教育新模式。

2. 我校根据地方文艺事业发展的需求深化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引入行业专家担任兼职教师，选送优

秀教师进入专业院团实践，在实践性教学环节中积极

探索校团合作、共同完成、强化育人的实习实训综合

考核评价，推进专业岗位能力课程和通用职业能力课

程的更新，我校戏曲、舞蹈专业分别与无锡市锡剧院、

无锡市歌舞剧院开展合作，是无锡市现代学徒制重点

项目和校企合作示范组合。

3. 舞蹈表演专业群根据培养目标，通过教学、实

训和演出实践，着力强化学生本专业的专业功底和艺

术技能，加强德艺双馨教育，同时坚持“大艺术”理

念，各专业之间适度交叉，鼓励学生在学好本专业的

前提下，选修其他专业的理论和实训课程，以培养一

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使学生具有宽广的综合适应能

力，满足文艺人才市场的多种需要。

进一步优化专业建设委员会，与专业教学

团队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专业建设和

教育教学改革的全过程，找准每个专业的定

位，以就业为导向进行专业建设，采取专业设

置和行业企业需求相结合，技能训练和岗位要

求相结合，培养目标和用人需求相结合的措

施，构建与社会发展和学校特色相适应的人才

培养方案。落实加强与行业的合作和对话同

时，积极争取订单式专业人才培养，不断推广

“工学交替，学生主体、任务引领、能力本位”

的教学模式，并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

模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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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

1.近年来，我校倡导“紧抓舞台实践，造就艺术

人才”的教学模式，教学过程普遍实施任务驱动、项

目导向、理实一体化，体现了教学做合一，做中教、

做中学，知行统一。学校搭建各种平台，创造无数实

践机会，构建了一个纵横交错的舞台实践体系专业教

学过程对接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涯，过程性评价和终结

性评价相结合，考核方式多元、灵活、恰当体现成效

显著。舞蹈表演专业群学生灵活好动，根据学生特点，

我校教学方法多样、教学手段灵活，通过学校比赛活

动的响排、彩排、连排及各种舞台演出，尽可能多地

为学生提供舞台实践机会，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促进

学生积极思考与实践，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职业

素养。

2. 我校以专业为单位建立专业指导委员会，请演

出剧团的专家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和实施，与无

锡市歌舞剧院、无锡市锡剧院、张家港锡剧团、宜兴

市锡剧团一起实施联合招生、联合培养、联合育人，

共建实训基地，推行“校团一体、学演结合”的艺术

教育新模式。根据地方文艺事业发展的需求深化课程

改革，我校引入行业专家担任兼职教师，选送优秀教

师进入专业院团实践，推进专业岗位能力课程和通用

职业能力课程的更新。

3.充分利用优质教学资源和现代信息技术，100%

的专业技能课程采用形式多样的多媒体教学、现场教

学等方式，“微课”、“精品课程”等优质教学资源

在校园网开放，效果良好。

4. 学校健全技能竞赛长效机制，要求学生人人参

赛，每年组织覆盖所有专业及其方向、面向所有学生

的技能竞赛活动。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成果显著。

充分发挥企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

校企共同制订实施性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校企

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模式。深化课程改革，专业群有内

容丰富的教学资源库，建立课程资源开发机

制，所有课程有完善的课程标准。推进教学模

式改革，探索符合专业特点、适应教学内容的

教学方法。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信

息技术在教学实践中广泛应用。重视实践性教

学环节，校企合作系统设计、共同完成实训实

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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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模式

1. 我校一贯倡导学生崇德尚艺，致力于培养德

艺双馨的艺术人才，引导学生追求好德行、高品位、

真才学，做先进文化的践行者，良好风尚的引领者。

学校以德、技、能为核心，围绕就业质量，制定了针

对舞蹈表演专业群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

2. 我校不断完善学校、行业、企业和其他社会组

织共同参与的质量评价、反馈与改进机制，通过教学

巡视、专项调研、理事会和家委会参与等方式，强化

教学过程、教学质量和办学成效动态数据采集与结果

分析，积极探索本专业群人才质量评价方式，构建了

学校人才质量评价体系，学校开展了师生互评、家长

评价、就业企业评价等评价方式对专业群人才质量进

行评价，并引入了第三方参与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

建立了健全的毕业生就业质量跟踪管理制度，并严格

组织实施。

3.学校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管理平台，建立

了学校、家长、学生、企业的教学质量评价新机制，

对学生的校内学习，校外实训与就业进行指导与监督，

为学校科学评定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提供实践依据。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自 2016 年起我校通过门户网站对

社会发布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学校舞蹈表演专业群人才培养质量评价

标准完善，主要环节均有明确具体的质量标准

和工作规范。教育教学质量监测的办法先进，

有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信息化平台。评价的组织

机构健全，配备专、兼职督导员，有效监控学

校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成效。建立以学校为核

心、第三方参与质量评价、反馈和改进机制，

运行良好。教学工作诊断和改进措施有力，教

学过程、教学质量和办学成效动态数据采集与

结果分析科学有效。每年开展毕业生跟踪调

查，形成调查报告，为学校决策服务。每年定

期在校园网上发布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接受社

会监督。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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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实际建设情况 未来 5 年建设规划 学校自评 1

课程体系建设 体系构建

1.我校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展舞蹈表演专

业群职业岗位调研，形成了专业群岗位能力分析报告；

构建以能力为本位，岗位实践为主线，以项目化课程

为主体的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毕业生既可以在专业

院团当演职人员，也可以在区县的文化馆从事艺术创

作和艺术培训，又可以在厂矿企业、基层社区从事文

艺工作，还可以选择自主创业或参加艺术类高考。

2. 围绕“服务无锡地方文化建设”，设置了“群

平台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和“群选修课程”，

形成个专业间彼此联系、共享开放的课程体系。专业

群通过教学、实训和演出实践，着力强化学生本专业

的专业功底和艺术技能，同时坚持“大艺术”理念，

各专业之间适度交叉，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使学生具有宽广的综合适应能力，满足文艺人才市场

的多种需要。

3.舞蹈表演专业群开设“专业形体训练”、“ 实

训剧目排练”、“ 基本乐理”、“艺术概论”四门专

业平台课程，占全部专业课程门数比例为 44%。构建

了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实践为主线、以项目课程为

主体的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重视学生专业技能、创

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

坚持与行业、企业合作，定期开展专业调

研，及时更新完善舞蹈表演专业群岗位能力分

析报告；进一步优化专业群课程体系，完善“群

平台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和“群选修课

程”的设置，增加各课程门数，使专业间的课

程联系更加紧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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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开发

1.学校制定了以项目化为特征的课程和课程资源

开发的相关制度，确立了课程开发路径，开发的课程

能有效体现学生的终身发展和中高职衔接，自主开发

1门校本专业群技能课程。

2. 积极开发符合学生兴趣、专业拓展的群选修课

程，如“化妆基础”“合奏合唱”“戏曲欣赏” 等在

专业群学生中自由选择，群选修课程门数占选修课程

的 100%。

3. 联合行业企业共同开发“专业形体训练”、“ 实

训剧目排练”、“ 基本乐理”、“艺术概论”四门专

群平台课程的课程标准；所有课程均有完善的课程标

准或教学要求。

4.学校积极积极建设数字化专业教学资源，建成

的资源库课程占全部群平台课程比例 60%，建成市级

共享精品课程和网络课程六门。

深化课程改革，建立课程资源开发机制。

所有课程有完善的课程标准或教学要求。舞蹈

表演专业群有内容丰富的教学资源库，主编 3

本以上国规或省规教材，开发 3门以上校本专

业技术课程，建成市级以上精品课程或共享网

络课程不少于八门。

A

课程实施

1.国家和省规定的课程开出率 100%；有科学规范

的课程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2.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技能课

程课程标准，学生德育学业水平测试通过率为 95.4%、

专业基础课学业水平考试通过率为 95.8%。

3.有完善的校、学科二级教学质量监控体系，通

过学校领导查课、听课，教师听课、评课，学生评教

等有效把控教学质量。

4.公共基础课统一使用国规和省荐教材，专业技

能课按要求使用国规和省荐教材，使用率 90%。

国家和省规定的课程开出率 100%；有科学

规范的课程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提高学生专业基础课学业水平考试通过

率，进一步提高学业水平测试优良率。

进一步优化教学管理系统，实现教学计

划、课务安排、教材选用的科学信息化管理。

不断完善校、学科二级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进一步提高专业技能课按要求使用国规

和省荐教材的使用率，争取将使用率提高到

95%以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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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实际建设情况 未来 5 年建设规划 学校自评 1

教学团队建设

团队结构

1.群专业教学团队成员现有 26 人，在校生 582

人，师生比为 1:22。

2.群专任专业教学团队成员本科以上学历 96%，

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教师 8 人，占比 30%；

高级职称 10 人，占比 38.5%；获得中级以上职业资格

92.3%，获得相关专业非教师系列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73%；获得有关行业职业资格 76.9%。

3.兼职教师有 9名，占群专业教师比例为 25.7%,

均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技师以上职业资格证书，

55.6%以上具有高级职称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提高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职业教育能

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在“教术”上形成了由省

级教学名师、高级讲师领衔的骨干教师梯队；

在“学术”上形成了由硕士领衔的教学改革、

课程改革的研究团队；在“艺术”上形成了由

国家一级导演、一级演奏员、一级演员领衔的

专业教师队伍。通过培养、引进和聘用相结合

的方式，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理念先进、技术

过硬、“双结构、双素质”的高水平的专业教

学团队。团队总人数达到 35 名,专业专任教师

“双师素质”教师比例达 90%以上。

A

团队素质

1.我校制定了无锡文化艺术学校舞蹈表演专业群

“十三五”教师队伍建设规划（2016-2020 年）。

2.群专任专业教学团队年均师资培训经费占群教

师工资总额的 11.5%。

3. 群专任教学团队参与两项市级课题研究，三项

省级课题研究；近三年教学团队参加省技能大赛获 3

个二等奖，指导学生获 3 个一等奖、7 个二等奖、3

个三等奖，指导学生参加国家技能比赛获 2 个二等奖、

1 个三等奖。专业群中舞蹈专业、戏曲专业分别和无

锡市歌舞剧院、无锡市锡剧院被评为现代学徒制试点

项目，学校与无锡市锡剧院被评为校企合作示范组合。

4.群教学团队成员积极学习先进职教理念，2018

年至今已有 5 位教师出国学习过，占比 19%.

学校要高度重视专业群师资队伍建设，围

绕专业群建设单独制定群专任专业教学团队

（含兼职教师）规划，建立更加合理的政策保

障、经费保障和考核评价机制。根据教师培养

的不同目标层次，学校紧抓“青蓝工程”、“名

师工程”、“双师型工程”、分级分层实施师

资培训，科学制订师资队伍建设规划，严格制

定教师的个人专业发展规划。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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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负责人

1．核心专业负责人：钱莉娜，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二级艺术监督，副高级职称，中国艺术职业教育
名师，从事本专业教学 13 年。

2. 全面负责舞蹈表演现代化专业群建设， 2009
年舞蹈表演专业被评为江苏省职业学校示范专业；
2010 年舞蹈表演专业被评为江苏省职业教育课程改
革专业实验点； 2011 年中国民族民间舞课程被评为
职业教育市级精品课程；2011 年舞蹈表演专业被评为
全省职业学校品牌专业；2014 年中国古典舞被评为职
业教育市级精品课程资源； 2015 年中国舞武功技巧
被评为职业教育市级精品课程资源；2017 年舞蹈表演
专业被评为无锡市职业教育现代化品牌专业,；2019
年舞蹈专业被评为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常年参与行
业企业活动，曾担任无锡市《激情周末》广场文艺演
出常任评委、历届无锡市“百灵鸟”中小学生艺术展
演评委、无锡电视台《春晚总动员》评审导师、无锡
市“吴文化节”开幕式编导、宜兴市“竹文化节”开
幕式编导等。

3. 论文：《大力创新艺术教育 提升文化创意产
业》被无锡市委宣传部论文集收录；《浅谈芭蕾基础
教学的技巧和方法》发表于《剧影月报》；《论舞台
实践在舞蹈教学中的重要性》发表于《好家长》。课
题：主持省级课题《江苏省中职校舞蹈表演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的编制》；主持市级课题《舞蹈排练中遇到
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创编江苏民间舞《芦花香香鼓
儿响》在文华艺术院校奖第九届“桃李杯”舞蹈比赛
中获创作二等奖和表演三等奖，并在第八届全国舞蹈
比赛中获优秀表演奖，2019 年开发课程《海安花鼓课》
入选第十二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演。
16. 带领舞蹈科团队获 11 次国家级、省级、市级“优
秀组织奖”或“突出贡献奖”类集体荣誉。

4. 江苏省教育厅评估院“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
星级评估专家”，2018 年 4 月钱莉娜舞蹈名师工作室
被无锡市教育局评为无锡市职业院校名师工作室。

获得正高级行业职业资格，熟悉行业产业

和本专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常年参加行业企业

活动；参与“十三五”规划课题研究，有 6 篇

以上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力争成为

省职业教育领军人才，省名师工作室领衔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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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实际建设情况 未来 5 年建设规划 学校自评 1

实训基地运行

基础条件

1.本专业群属第三产业，生均仪器设备值为

10715 元。

2. 我校实训场所与办学规模相适应，具备实践教

学、技能竞赛、社会服务等功能，目前围绕专业群教

学需要，积极推进实训场所的数字化建设。我校校园

无线信号全覆盖，千兆进校园，百兆到桌面，计算机

210 台能满足实训和管理需要。本专业群充分利用校

园网数字化学习资源管理和应用平台，主干课程配有

数字化教学资源；数字化教学资源普遍进课程、进课

堂，利用率高、成效显著。江苏省文化厅授予我校“省

级锡剧人才培养实训基地”。

以建设教育厅省级现代化实训基地为契

机，完善现有的校内实训基地,使之成为校企

共建、共管，并融学生实训、师生编排于一体

的校内生产性实践教学基地。实现生均实验实

训设备值超过 18000 元、实训场所总建筑面

积 10000 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达 1800 万元

以上，再新建 2 个校外实习基地，满足产学全

程合作的需要。

A

运行管理

1. 我校建立了由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管

理体制，融合企业管理理念，渗透企业管理文化。行

业、企业深度参与实训基地建设和教学过程，形成多

方参与、共同建设、多元评价、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

实训基地都配备行业专家进行指导，对实习学生进行

指导，校外实训基地能较好地满足实习生顶岗实训实

习的要求。

2．有健全的实训基地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学生

实践课比例占总学时的 50%，实验实训开出率 100%。

3. 实训实验室共享率达 100%。

在学校教务处管理下，设立专门的实训基

地管理机构，人员配置合理，职责分工明确，

考核、评价、奖惩制度健全。实现实验实训开

出率 100%，实验室共享率 100%。实施信息化

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有效。进一步完善实训

基地智能化管理系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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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实际建设情况 未来 5 年建设规划 学校自评 1

建设成效

办学规模

1.我校舞蹈表演群核心专业为舞蹈表演专业，该

专业自1960年开办以来常年招生，2019年招生78人，

2018 年招生 55 人，2017 年招生 71 人。舞蹈表演专业

群现有 582 名在籍学生。

2. 专业群大力开展对外培训，近三年年均社会培

训 700 人次。

学校服务地方中小学，为普通教育开展

“职业教育”；建立培训中心，开展形式多样、

长短结合的艺术教育和培训项目，年均社会培

训 1000 人次。

A

培养质量

1. 由于中高职艺术表演专业没有实行国家职业

资格证书或其他相应级别的执业证书，我校学生无法

获得本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

2. 专业群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大赛，本专

业群学生参赛率达 100%，近三年学生参加省技能大赛

获 3 个一等奖、7 个二等奖、3 个三等奖，参加国家技

能比赛获 2 个二等奖、1个三等奖。

3. 学校通过建构课程，建设文化，培育学生高尚

的情操、高雅的情趣和高远的情怀，学生讲文明，懂

礼貌，进取向上，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文化素质、综合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毕业生

就业率 99%，对口就业率 98。3%，本地就业率 98%。

我校积极开展职业生涯指导和创业创新教育，挖掘和

宣传优秀学生和毕业生典型事迹，用人单位评价较好。

4. 学校定期开展满意度调查，用人单位的满意度

为 95%，毕业生对专业满意度为 92%。

我校十分重视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但由

于中高职艺术表演专业没有实行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或其它相应级别的执业证书，学生虽然

无法获得本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但通过系统

学习获得了从业资格，学校拟和无锡市文联合

作，建立艺术职业教育技能审定委员会，共同

面向社会进行职业资格认证。

进一步充实专业内涵，拓宽专业口径，更

新教学内容，丰富实践教学。优化课程体系，

优化实训项目。在突出岗位必备能力培养的基

础上，加强专业群通用能力的培养，增强学生

的岗位迁移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学生

的就业竞争力，拓宽学生的岗位适应性，提升

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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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

1.我校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把艺术教育的优质资

源服务于社会，常年为全市中小学生开展舞蹈、器乐、

锡剧等方面的艺术培训，常年开展“锡剧进校园”、

“锡剧进社区”活动；每年参加无锡市 30 多场次的公

益演出活动，每年参加无锡市教育局职教宣传周活动；

我校立足自身办学条件与能力，承担了社区教育中心

的功能，向社会免费开放服务设施和数字化教育资源，

近三年年均培训 700 人次，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

益。

2. 我校积极参与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江苏省

文化科技协会艺术教育专业委员会、江苏省职业技术

教育学会、无锡市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重要项目、相关

政策的研究工作。还积极承办行业以及教育部门的各

种重大比赛、重要活动，是无锡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艺术类比赛的赛点学校，直接成果比较丰富。

学校充分发挥艺术教育教学资源优势，专

业群资源应用于师资培训、社会培训、技术研

发等，取得成效显著，不断发挥示范和引领作

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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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创新

1．专业群瞄准文化产业市场，培养德艺双馨艺

术人才。学校是省教育厅、财政厅批准的江苏省优质

特色职业学校，我们培育学生高尚的情操、高雅的情

趣、高远的情怀，定期邀请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来校讲

学，常年开展德艺双馨主题校园文化活动。

2.弘扬地方特色文化，担当锡剧非遗传承人培养

重任。①和专业艺术演出院团深度合作。2016 年锡剧

成为无锡市现代学徒制重点项目，2019 年舞蹈成为无

锡市现代学徒制示范项目，开展订单式培养，共同培

养锡剧后继人才。②舞蹈表演专业群教学成果丰硕，

在省级、国家级赛事屡屡亮相，亮出了优质特色艺术

教育的品牌。③向专业艺术院团输送后继人才。一些

优秀毕业生已成为专业院团的 “台柱子”，为地方文

艺事业做出贡献，为锡剧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与创新作出了贡献。

3.推动产教有效融通，创建“校团一体，学演结

合”的艺术教育新模式。①“产教融通、校团一体”

的办学模式。学校特邀专业院团的专家加盟，组建“无

锡市实验艺术团”，开启了全省艺术教育改革的先河。

②“德艺示范——学演结合——登台演出”的人才培

养模式。它增强了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创新意识，提升

了艺术人才的培养质量。③专业群建设取得良好成效。

我校的舞蹈表演专业是江苏省和无锡市职业教育品牌

专业，音乐专业是江苏省职业教育特色专业，锡剧表

演专业是无锡市职业教育重点专业。

4.拓宽艺术成才通道，推动学生多元化可持续发

展。①适度控制规模，实施精品战略。招收新生不求

规模数量，注重专业潜质和基本素养，教学过程追求

“精特色、精环境、精师资、精培养”，重点落实在

“培养”上；②主修选修并举，鼓励一专多能。坚持

1.总体发展目标。在省优质特色职业学校

的起点上，围绕舞台、传承文化、创新办学、

服务社会。立足无锡、面向全国，培养文化艺

术人才、文化经营人才、文化管理人才。为无

锡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无锡的文化建设提供

人才和智力支持，为实现文化强市、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目标作贡献。主要指标：专业群学

生规模稳定在 1000 人以上，年招生规模保持

在 200 人以上，开设“3+3”职教体系建设试

点建设，为创建与无锡经济和文化发展相适

应、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应用型高等艺术职业

学校创造条件。

2.专业群发展目标。逐步建成较为完善的

专业群体系，包括：舞蹈（中国舞、国际标准

舞、歌舞）、音乐（声乐、器乐）、戏曲（锡

剧）。在舞蹈、音乐、锡剧 3 个专业基础上，

根据无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当培育影视

影像技术、人物形象设计等新兴专业，优化专

业布局，逐步形成科学合理的专业体系。围绕

地方文化产业体系建设，进行产教融合平台建

设及运行机制建设的实践探索，加大实习实训

在教学中的比重。舞蹈、音乐、戏曲等专业开

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探索艺术职业教

育集团化办学的新模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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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艺术”理念，专业群各专业之间适度交叉，鼓励

学生在学好本专业的前提下，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

人才，使学生具有宽广的综合适应能力，满足文艺人

才市场的多种需要；③构筑就业立交，助推多元成才。

我校学生毕业后，既可以在专业院团当演职人员，也

可以在区县的文化馆从事艺术创作和艺术培训，又可

以在厂矿企业、基层社区从事文艺工作，还可以选择

自主创业和参加艺术类高考。

5.服务地方文化建设，打造无锡文化艺术闪亮品

牌。舞蹈表演专业群利用艺术教育的优质资源，积极

开展社会服务，深度参与地方文化建设，打造了无锡

文化艺术的闪亮品牌：①一块实验艺术团的牌子。学

校创建的“无锡市实验艺术团”是经市编办批准成立

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师生创作的 10 多个新戏、新节

目，先由实验艺术团排练演出，经过加工、提炼、包

装，作为创作成果和知识产权转让给地方的专业院团；

②一支文化演艺市场的生力军。学校发挥专业所长，

师生演出团队活跃在无锡的文化演艺市场，服务地方

文化建设，服务广大社区居民，每年组织 60 多场主题

鲜明的校外演出，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

需要，推动了文化演艺市场向社会基层的延伸拓展，

促进了地方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③一张地方戏剧

传承的名片。学校推动“锡剧进校园，锡剧进社区”，

常年与挂牌“锡剧传承特色学校”的中小学结对，开

展活动，进校园演锡剧，作辅导；多年来，我校师生

坚持送锡剧进社区，在丰富城乡居民文化生活的同时，

为传承锡剧经典艺术、弘扬地方特色文化作出了贡献.

3.师资发展目标。到 2020 年，舞蹈表演

专业群形成主干专业学术团队、教学团队，培

养和引进一批在在专业上有建树，能领导和团

结梯队成员开拓创新的领军人物，确保各主要

专业都配备 1-2 名有较高修养和威望的专业带

头人；加大名教师的培养力度，安排教师每年

参加业务培训、教学研讨和学术交流；设立发

展台阶，开展教学新秀、教学能手、教学名师

的评比活动，努力造就一批教育专家、教学名

师、德育名师和专业带头人。

4.教学发展目标

根据我校专业、课程、学生的特点，从实

际出发，大力推行实践教学、项目教学、案例

教学、情景教学等“做学教合一”教学模式，

积极运用慕课、翻转课堂等方法，优化课程内

容、课程标准和考核评价体系。同时，把精品

课程建设作为课程改革、优质专业核心课程建

设的重要载体，全面规划精品课程的建设。积

极推进跟岗实习、定岗实习等多种实习形式，

强化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机制。

围绕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加大实践教学的比

重，实训和集中性实践环节占总学分的比例达

到 50%以上。加强实验艺术团建设，积极开展

艺术实践和社会文化服务活动。到 2020 年，

建成 5 个以上专业教学实验平台和实训基地，

实训开出率均达到 100%。

注 1：学校自评栏填写 A、B、C、D 三个等级，A 表示自评 90 分以上，B 表示 75 分以上，C 表示 60 分以上，D 表示 60 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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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核意见

现代化专业（群）负责人审核意见

经审核，表格所填内容属实，

本人对所填内容负责。

签名： 日期：

学校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学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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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省教育厅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备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