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研究生招生宣传音乐学院简介 

一、 学院院标图片 

 

二、 学院简介 

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始建于 1996 年，其前身为沈阳师范学院艺术系。经

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形成完备的本科和研究生培养体系，涵盖学术型研究方向

14个，专业型研究方向 10个。学院下设声乐系、钢琴系、民族声乐系、西洋管

弦乐系、流行音乐系、音乐教育系、理论教研部、艺术指导教研部、音乐研究所

等 9个系（部、所）。 

学院始终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秉承“德高学厚、

音清乐雅”的院训，努力培养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高素质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人

才，为实现强院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 

师资力量：本学科现有教师 51 人，教授 4 人，其中包括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沈阳市领军人才、沈

阳市高层次人才教师。名誉教授和外籍教授 12 人，副教授 17人，讲师 30 人，

硕士生导师 14人，其中博士 2人。 

教学环境： 

学院建有青年交响乐团、雷锋合唱团等艺术实践平台。自 2011 年开始，学

院青年交响乐团、雷锋合唱团连年担任教育部、辽宁省“高雅艺术进校园”演出；

学院自 2010 年起开展艺术惠民工程，先后与多家文化馆站、社区、中小学建立

了教学实践平台，并常年开设艺术讲堂、惠民课堂，坚持惠民演出等，受众超百

万人次。 



 

雷锋合唱团参加全国合唱大赛获金牡丹奖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视听交响音乐会 

学院拥有独立的教学楼，总建筑面积 7896 平方米，设有独立的音乐厅、录

音棚、多媒体教室、电脑音乐教室、电子钢琴教室、电声乐器演奏教室、MIDI

录音教室、流行音乐排练教室以及学生琴房百余间。配套齐全的现代化教育教学

设备为全院师生提供了广泛的施展空间，为培养高素质的音乐人才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音乐学院教学楼 

 

 

三、 学科专业特色 

多年来，始终坚持以素质教育为核心，实践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应变能力

培养为关键，产学研结合为途径，确保我院的实践教学特色鲜明，独成体系。2014

年，我院与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合作排演的清唱剧《雷锋》，获第四届中国校园

戏剧节最高奖、教育部第八届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辽宁省第十四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全国高雅艺术进校园指定演出剧目。

2016年排演的清唱剧《梨树花开》，获批辽宁省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专项资金扶持

项目、辽宁省第六届大学生戏剧节“最佳剧目”奖。2019年排演的大型交响组

歌《新时代的精神脊梁——辽宁英模颂》获批辽宁省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专项资金

扶持项目。 

 

 

 

清唱剧《雷锋》在全国公演 



 

清唱剧《雷锋》在第四届中国校园戏剧节获得最高奖“中国戏剧奖•校园戏剧奖” 

 
清唱剧《雷锋》获辽宁省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清唱剧《梨树花开》参加辽宁省第十届艺术节剧目展演 

 

大型交响组歌《新时代的精神脊梁——辽宁英模颂》社会公演 

 

近年来，学院加强开放办学和学术交流，先后邀请意大利钢琴大师马扎哥利

亚·莱昂纳多、美国指挥大师约翰·威廉姆·琼斯、旅意著名歌唱家江峰以及国

内著名音乐教育家杨鸿年、指挥家卞祖善、曹丁等来院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并

邀请美国、匈牙利、意大利、法国等演出团体来我院交流演出，现与美国福特海

斯州立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意大利布莱西亚音乐学院、韩国大

邱艺术大学等国际学校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 



 

国际知名音乐家来我院学术交流 

学院办学方向明确，严格教育质量，始终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社会需

求为导向的办学宗旨，现已成为我省培养音乐师资及音乐专业高级专门人才的主

要基地之一。我院自 2013年与辽宁歌剧院合作签订了研究生实习实践基地以后，

大量的学生走进剧团的剧目排练演出中，学生受到了舞台的感染和老艺术家的熏

陶。我们又把辽宁歌剧院的演员请过来，指导并参演我们两场清唱剧《雷锋》和

《梨树花开》，在一场场实际演练中，我们的学生在舞台上迅速成长，成绩可喜

可贺，更有我校优秀的研究生毕业留在歌剧院工作。目前我院研究生就业率达 9

5%以上。 

发展目标：学院始终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以饱满

的工作热情和良好的工作状态，秉承“德高学厚、音清乐雅”的院训，努力培养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高素质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人才，为实现强院战略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 

 

 

 

 

 

 

 

 

 

 

 

 

 

 

 

 



 

 

 

 

四、 音乐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五、 导师简介 

程岩（大提琴演奏、室内乐演奏方向硕士生导师） 

二级教授，国家一级演奏员，现任院长。辽宁省

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辽宁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哲学

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沈阳市领军人才。全国艺术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专业分委会专家、全国艺术

科学规划项目专家、评委，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评委。

1988年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同年到辽宁歌剧院交响

乐团工作，2002 年人才引进到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工作，历任管弦系主任、

副院长、党总支书记。 

主持并参与国家及省部级项目 11项，其中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3项；获得专利 4项；著有《当代中国民族管弦乐研

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著作 5部；在国家核心期刊《中国音乐学》

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余篇，其中论文获国家级奖励 2项，省级 4项。 

 

李涛（钢琴演奏、钢琴艺术歌曲指导方向硕士

生导师） 

教授，国家一级演奏员、沈阳市高层次人才，

现任钢琴系主任兼教工党支部书记，专业学科带头

人。美国李斯特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

钢琴学会理事、辽宁省青联委员、辽宁省音乐家协

会理事、辽宁省归侨侨眷、沈阳师范大学青蓝计划

导师。 

曾为多部大型歌剧担任钢琴伴奏及艺术指导，

在歌剧《苍原》中担任钢琴艺术指导，曾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文化部“文华大奖”、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获第六届中国艺术节 “优

秀剧目奖”；获全国合唱比赛中担任钢琴伴奏；获文化部“成人合唱团专业

组表演三等奖”； 2010年、2013年、2015 被评为沈阳师范大学“巾帼建功

立业标兵” 、并聘为“学科骨干”；2016 年被评为沈阳市“优秀共产党员”

荣誉称号；连续多年被沈阳师范大学授予“沈阳师范大学优秀指导教师”等

荣誉称号。2018 年获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颁发的“最佳贡献大奖”，同时，

她指导的研究生李鹏、金妍冰等均获得了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颁发的“荣誉

勋章”。 



 

张书彬（民族声乐演唱方向硕士生导师） 

教授，国家一级演员、现任民族声乐系主任。 

1991年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辽宁

音乐家协会会员，沈阳职工音协副主席，曾任辽宁省

音乐家协会理事，省直机关青年聯合會委員，曾任辽

宁歌舞团声乐队队长。曾获全国十城市青年歌手大赛

民族专业组金奖；辽宁省第二届音乐“金钟奖”表演

奖；辽宁省第四届及第五届文化艺术节优秀演唱奖；

首届中华歌会辽宁歌手大赛一等奖；红旗渠杯辽宁省

青年歌手电视大赛民族组一等奖；指导声乐《花果山的靓妹妹》《沂蒙山的

娘亲亲》获辽宁省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专业组一等奖；指导学生获第三届“神

州唱响”全国总决赛银奖；指导学生获第五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民族声乐

大赛”东北赛区二等奖；指导学生获辽宁省第二届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学

生基本功比赛，自弹自唱项目一等奖。 

轩小杨（音乐美学、中国音乐史论方向硕士生

导师） 

教授，辽宁大学文艺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

理论访问学者。辽宁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艺术学

理论。 

 

张舒红（声乐演唱方向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女高音，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现任声

乐系主任，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曾先后多次参加国家

和省级音乐比赛并获得奖项，并多次举办个人独唱音

乐会，这些都为其日后的演唱和教学莫定了坚实的基

础，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生动易懂、灵活实用的教学

理念对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辅导的学生多次在国家

和省级音乐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自任教以来，在国家

级和省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曾在清唱剧《梨

树花开》中饰演主要角色。 

 

 

 



张剑（小号演奏、室内乐演奏方向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现任管弦系主任，中国小号联合会

理事。曾获评沈阳师范大学优秀指导教师，在辽

宁省第一届大学生艺术节沈阳赛区专业组二等

奖并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第三届中国国际小号

周小号展演中指导学生获得专业组比赛二等奖

并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第五届中国小号联合会

小号周小号展演中获得专业组比赛金奖；辽宁省

第三届辽宁省大学生艺术节获辽宁省一等奖；第

四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表演类二等奖，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表演类

一等奖。陆续发表过十余篇论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项及多项辽宁省

社科项目及辽宁省教育厅项目。 

杨丽华（声乐演唱方向和音乐教育教学研究方

向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中共党员。从事高等音乐教育 30年，

参与出版专著和教材各一部（副主编），主持完成 2

项省级科研课题研究，主持完成校级科研及教改项

目各一项；获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1项。发表省

级以上论文 30余篇，获省级以上优秀论文奖 4项；

获得省级竞赛指导教师奖 10次，获省教育厅优秀课

程评比一等奖 1 次。 

本科主要从事《声乐》小课教学，同时担任大课《声乐文献与教学法》

和《重唱与表演唱》教学。 

吕锋（电子音乐制作方向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主要承担本科《计算机音乐制

作》、《乐谱制作》课程，研究生《音乐学概论》

《二十世纪流行音乐》等课程。主持省级科研

项目 2项，在国家级和省级刊物发表声乐作品

30余首，为电视台和音乐晚会编曲等，发表学

术论文 20多篇。 

 

梁丽群（视唱练耳方向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理论教研部

教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视唱练耳。 

 



铁梅（音乐教育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辽宁省乐器学会理事长，院福建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2011 年度教

育部青年骨干教师国内公派访问学者，2012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音

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访问学者。 

赵书一（电子管风琴演奏方向硕士研究生导

师） 

副教授，现任副院长，亚太地区电子键盘协

会专家会员、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

会员、辽宁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社

会考级委员会评委。任职以来，主持和参与省级

科研立项 20余项；公开发行著作 2部、教材 1部；

发表有较高质量并有一定创见性的学术论文 19

篇，其中有 3 篇论文被收录在中文核心期刊,2 首

艺术类创作作品被收录在省级中文期刊。 

 

六、 有代表性的项目、成果、获奖及突出的基地、中心等 

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学院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

绩。音乐学和音乐表演专业在 2014年辽宁省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评价中名列前

茅，在 2019年获批“双万计划”辽宁省一流专业。 

近年来，教师科研成果显著。先后承担国家级项目 9项，省部级项目 35项；

出版学术著作 41部，发表学术论文 230余篇，创作艺术作品 60部；获批辽宁省

教改立项 2项，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1个，省级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 1

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5 项。 

学院先后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和“全国少

数民族文艺汇演创作金奖”等国家级、省部级奖励 40余项，国际艺术表演比赛

奖项 5项。2018年我院青年交响乐团在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中获得一等

奖。学生先后获得国家级与省级专业奖励 80 余项。 



 

青年交响乐团 2018年参加年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获一等奖 

 

  



 

  

国家级项目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合同
总经费 
（万元） 

1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大数据时代高维艺

术理论与实践研究》 
60 

2 20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社会语境中的艺术风

格流变 
18 

3 2018 国家艺术基金 
小型舞台资助项

目 
独奏曲《鸿雁》 15 

4 2018 国家艺术基金 
小型舞台资助项

目 
歌曲《源》 10 

5 2018 国家艺术基金 
青年艺术创作人

才资助项目 
音乐作曲《飏》 10 

6 2015 国家艺术基金 
小型舞台资助项

目 

弦乐、木管、钢琴七

重奏《老蒯逗趣》 
15 

7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

小组办公室 
一般项目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视域下我国歌剧制

作与推广研究 

4 

8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

小组办公室 
一般项目 

先秦两汉“和”的音乐

美学思想研究 
1 



 

  

省部级及重要横向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下达部门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合
同总经
费 

（万元） 

1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 无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音乐

人才创新培养模式应用

于推广 

90 

2 
辽宁省教科规

划办 
一般项目 JG17DB482 

大数据时代高校个性化

艺术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10 

3 辽宁省教育厅 一般项目 

辽宁省教育

厅（辽教发

[2015]114

号） 

辽宁研究生联合培养项

目（音乐表演人才联合培

养项目） 

5 

4 辽宁省教育厅 一般项目 W2013151 
改革开放后辽宁主旋律

音乐创作的回顾与反思 
3 

5 辽宁省教育厅 一般项目 W2013153 
中国民族声乐教学曲目

撷粹研究 
3 

6 辽宁省教育厅 一般项目 W2014145 
钢琴即兴伴奏新体系的

探索与研究 
2.5 

7 辽宁省教育厅 青年项目 
WQN20171

4 

延安鲁艺精神传承视角

下高校审美教育的研究 
1 

8 辽宁省教育厅 青年项目 
WQN20172

3 

辽宁少数民族音乐发展

史研究 
1 

9 辽宁省教育厅 青年项目 
WQN20172

8 

爵士乐艺术与中国都市

文化协同演进研究 
1 

10 辽宁省教育厅 青年项目 
WQN20173

1 

东北民歌进入中小学课

程的校本化路径研究 
1 

11 辽宁省教育厅 一般项目 W201618 
高师声乐课堂教育教学

实用性研究 
1 

12 
辽宁省社科规

划办 
一般项目 

L16WSZ00

4 

音乐审美教育在大学生

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价值

研究 

1 

13 
辽宁省社科规

划办 
青年项目 

L16CMZ00

2 

东北少数民族礼俗活动

中的东北民歌研究 
1 



获奖 

序
号 

获奖作品/ 
节目名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获奖 
时间 

1 

大型交响组歌《新时代

精神脊梁——辽宁英模

颂》 

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精品创作

生产专项资金扶持项目 
2018 

2 器乐节目《节日序曲》 
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艺术表演类一等奖 
2018.4 

3 清唱剧《梨树花开》 
辽宁省第六届大学生戏剧节获

最佳剧目 
2017.10 

4 清唱剧《梨树花开》 

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 2016 年

度全省文艺、出版精品创作生

产专项扶持资金项目 

2016 

5 清唱剧《雷锋》 

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第

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优秀作品奖 

2017.10 

6 清唱剧《雷锋》 
教育部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

一等奖 
2015.6 

7 器乐节目《雪舞关东》 
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艺术表演类乙组二等奖 
2015.3 

8 清唱剧《雷锋》 
获得辽宁省第三届文化艺术

“政府奖文华奖”展演奖 
2014.10 

9 清唱剧《雷锋》 

第四届中国校园戏剧节获得最

高奖“中国戏剧奖•校园戏剧奖•

优秀剧目奖” 

2014.11 

10 清唱剧《雷锋》 
第四届中国校园戏剧节获得最

高奖“中国戏剧奖•校园戏剧奖” 
2014.11 

11 
《木管声部乐队首席训

练》 

“2018 年全国优质教育科研成

果展评”一等奖 
2018.5 

12 歌曲《彬彬有礼》 
“礼行天下”中华文明礼仪歌曲

创作大赛优秀奖 
2018.8 

13 
高校音乐教育与创新能

力的互动机制 

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三等

奖 

2018.5 

14 
三重奏 Duettion(Franz 

Doppler,OP.37) 

荣获“全国艺术硕士音乐专业

优秀教学成果奖” 
2016.11 



艺术实践成果 

序
号 

展演作品/ 
节目名称 

展演名称 展演时间与地点 

1 清唱剧《梨树花开》 辽宁省第十届艺术节展演剧目 
2017.9.22-2017.9.28，沈

阳师范大学星晔会堂 

2 

国家艺术基金小型舞台

剧项目大提琴独奏曲

《鸿雁》、歌曲《源》 

辽宁省市民交响音乐周 
2018.9.15-2018.9.23，沈

阳盛京大剧院 

3 

大型交响组歌《新时代

的精神脊梁——辽宁英

模颂》 

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精品创作

生产专项资金扶持项目 

2019.9.24-2019.9.27，沈

阳师范大学星河剧场 

4 交响乐团演出 2019年辽宁省高雅艺术进校园 

2019.11.6辽宁中医药大

学、辽宁生态职业技术

学院 

5 流行音乐专场音乐会 第四届浑河岸交响音乐节 
2018.6.22沈阳市沈水湾

公园云飏阁 

6 艺术惠民专场音乐会 第五届浑河岸交响音乐节 
2019.6.14沈阳市沈水湾

公园云飏阁 

7 
“”“诗乐青春”沈阳师范

大学专场演出 

诗颂蒲河大美沈北 2019 沈北

新区第二届蒲河诗歌音乐节 
沈北锡伯族广场音乐节 

8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大提

琴独奏曲《鸿雁》、歌曲

《源》 

2018年辽宁省高雅艺术进校园 
2018.1 1.7 沈阳城市学

院、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9 交响乐 2017年辽宁省高雅艺术进校园 
2017.11.7，辽宁金融职

业学院、沈阳药科大学 

10 艺术惠民专场音乐会 第三届浑河岸交响音乐节 
2017.5.26，沈阳市沈水

湾公园云飏阁 

11 

 

交响乐团演出 2016年辽宁省高雅艺术进校园 
2016.10.27 辽宁省高等

专科学校 

12 

 

交响乐团演出 2016年辽宁省高雅艺术进校园 
2016.10.27 辽宁省水利

职业技术学院 

13 新年音乐会 
沈阳师范大学 2016——2019

新年音乐会 

2015.12.18——

2018.12.21 盛京大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