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总体概况 

筚路蓝缕，骞翮远翥。美术与设计学院是沈阳师范大学最具办学特色的二级学院

之一，从前身是沈阳师范大学艺术系，到 2005年正式成立美术与设计学院，学

院一路栉风沐雨，且歌且行，待势乘时，疾蹄步稳。多年来，学院始终坚持走艺

术教育国际化发展之路，树立先进办学理念，建立科学管理体制，加强内涵建设，

提升核心竞争力，以追求卓越、服务社会为目标，致力培养创新型应用型美术人

才，全力建设一流的现代高等美术学府。 

春华秋实，滋兰树慧。学院有全日制本科生 1803人、硕士研究生 220人；现有

美术学、设计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教育硕士、艺术硕士（美术、艺术设计）专业

硕士点；有美术学（师范）、视觉传达、环境设计、公共艺术、绘画 5个本科专

业、8个专业方向。下设视觉艺术研究中心、大型题材创作中心、大学生专利设

计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 4个研究中心。拥有新型艺术展厅 1个、专

利创新工作室 1个、陶艺工作室 1个、多媒体影像实验室 1个，及多媒体教室与

图书资料室。拥有辽宁省大学生实践基地 1个。 

积厚成器，求索不止。学院主持承担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11项；教育部产学研协

同育人项目、辽宁省重大题材创作项目等省部级科研项目及横向科研课题 30余

项，100余件优秀作品在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等国家

级、省级展览中获奖；出版教材及著作 50余部；作品专集 60余部；在国家核心

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50余篇，作品 300余幅。学生作品多次夺得全国大学生艺

术展演、全国高校环境艺术设计学年奖和全国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的大奖；设计

产品获专利 30余项，9人获国家级创新创业奖。 

登高博见，择善而从。学院与英国德比大学、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伯明翰城市

大学、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日本城西大学、俄罗斯联邦克拉斯诺达尔国立

文化学院等海外院校交流合作，开展交换生学习及短期留学项目。引进国际高端

学术会议，学术讲座，多次承办省市级文化交流展览。 

勇立潮头，迎风悬帆。面向未来，美术与设计学院将继续秉承“至诚、尽美、博

学、践行”的院训，努力发展成为教学、科研齐头并进的多元化、综合性一流美

术学院。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履

行高校使命，再创事业辉煌。  

 

 

学院围绕整体建设目标，强化优势、凸显特色、加强创新、深耕优势学科。进一

步明确学科研究方向，积极培育美术教育、视觉传达等专业标志性成果。加强梯

队建设, 多形式培养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建立健全学科建设的管理制度。 

目前，学院学科方向凝练初见成效，由原来的 11 个专业方向凝炼为现在的 5 个

专业方向，增强了学科综合竞争实力；2019 年，我院美术教育和视觉传达 2 个

二级学科申报校级特色学科，其中美术教育成功获批；2019 年，设计学学科初

步形成校企联动、产学研一体的学科发展与建设模式。 

 

 

 



 

 

杨野，1963 年生，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

授、硕士生导师、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包装联合会设计委员会全国

委员，辽宁省艺术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主要作品: 

《加减乘除篇》参加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老工厂之七》参加第十一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岁月的记忆》参加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工业●崛

起》参加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岁月的记忆之七》参加第七届全国水彩、粉画展并获铜奖。 

 

《老工厂》参加第八届全国水彩、粉画展并获最高奖。(中国美术提名奖) 

 

《老工厂之十七》参加第二届全国小幅水彩画展并优秀奖。 

 

《老工厂之二》参加第三届全国青年美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老工厂之三》参加全国高校美术教师作品展并获-等奖。 

 

出版著作: 

《岁月的记忆》有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版式设计》有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 

 



 

 

吕子扬,1967年生于沈阳，祖籍江苏吴县。1991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中画系。

1993 年赴日求学，研究古代绘画保存与修复技术，2011 年参加文化部第七届重

彩岩彩高级研究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

院长、大型题材绘画创作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民族促进会岩

彩艺术中心副主任。近年从事重彩画与彩墨画的创作与研究，在中国传统的绘画

技法中挖掘出新的表现形式。 

  



 

游江滨，1962 年生人，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服装设计系教授。先后毕

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 年毕业以来，-直工

作在教学第一线，担任多门主要教学课程，教学课件多次被评为优秀。曾赴澳洲、

欧洲、日本等国家进行艺术考察并先后两次参加国外短期进修。 

 

在职期间完成了学术专著一部，由岭南出版社出版;合著教材一部，由吉林大学

出版社出版;主持参与并完成了多项国家及省科研课题并已结题:在省级、国家一

级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三部个人油画集，2006 年由北京工艺美术

出版社出版了个人油画集《21 世纪有影响力画家个案研究》、2011 年 由北京工

艺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个人油画集《学院派精英游江滨》;先后在上海、北京、台

湾等地举办了个人油画展，2010 年由台灣凤凰希望工程教育基金会在台湾新竹

举办画展《大地与心灵的咏唱》，并出版作品集一部。多年来在全国多家杂志与

报刊发表油画作品数十幅。2007 年油画作品参展北京中国国际艺术博览会并获

金奖。 

 

曾担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全国中小学义务教育课程美术实验教科书》副主编并设

计编写多项绘画与设计类课程。2010 年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集结设计》-

书中担任编委并发表多幅油画作品。2011 年执导本科学生获中国艺术教育促进

会举办的艺术设计作品获一等奖。 

 



 

 

崔嵬，1964年沈阳生人，1990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版画系 1999年俄罗斯卡留

塔教授油画研究班，2000年鲁迅美术学院油画技法研修班，现为沈阳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辽宁省美协版画艺委会副主

任。 

主要展览及获奖: 

1989年，《黄土印象之一之二》入选全国七届美展。1999年，《梦入长沙滩》

获全国第九届美展“优秀奖”。 

2001年，《生存系列一一家园》全国第七届三版展"银奖”并获廖修平奖。 

2004年，《文明的觉醒》 入选全国十届美展。 

2009年，油画作品《城市幻象)获建国 60周年辽宁美术作品展“优秀奖"。 

2009年，版画作品《梦归》全国第十-届美展入选。2009年，《 劳动光荣》( 综

合材料)全国第十一届美展“银奖”。 

主要公共收藏: 

作品《劳动光荣》、《生存系列--家园》2010年藏于中国美术馆。 

 



 

 

 

李刚，1965年 6月出生于平凉市 1989 年 7月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本科毕业获

文学学士学位。甘肃省美术家协会理事，甘肃青年美术家协会秘书长现任教于兰

州交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龄 23年， 教授，中共党员，从事美术教育，注重

美术教学研究，油画作品和部分设计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艺术展览及设计比赛并

获奖，1998 年 9 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际塬情”李刚油画个展。油画作品及相

关论文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美术)、(文艺研究)、(装饰》、(美

术研究) 3《美术观察》，(美术大观)等报刊杂志上多次发表，油画(《土坳》、

《黎明》《家园》、(冬日》等作品收编《中国当代油画》集出版有(李刚油画》

(李刚油画写生)及参编教材两部、有多幅作品被美国、 香港、韩国、日本等地

人士收藏。 

 

教学经历 

 

多年来主要承担设计类专业基础课教学任务，担任设计系及基础课部主任组织筹

建艺术设计专业的环境艺术设计、动画制作方向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 专业

定位，课时分配，实习内容，实验室规划建设、 并为工业设计、 广告学、建筑

学、城市规划、艺术设计专业主讲结合专业特点相应的设计素描、色彩、外国美

术史、美学、艺术概论、产品效果图!毕业设计、影视动画分析等课程。2013年

拟墙养研究生方向:交通环境艺术设计、工业设计 

 



 

 

 

 

于振丹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辽宁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CEA平面设计师，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广告设计师、装饰美工高级考评员。 

    多年致力于美术与设计专业教学工作。主持多项省部教学改革课题，获辽宁

省教育厅精品课程；多篇论文发表于国家中文核心期刊及省级学术期刊；著有《于

振丹工笔花鸟》、《千姿牡丹》、《轻轻松松做手工》等系列专业丛书；主编《集

结设计》及《图案设计》、《印刷工艺》、《实用平面构成训练技法》等十余本

教材；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家、省级专业美展，曾获首届全国高校美术与设计大赛

绘画类作品一等奖、全国教师美术作品竞赛一等奖等，并刊登于《美术大观》、

《吉林画报》、《沈阳日报》等杂志。 

 

 

 

 



 

刘晓红，1991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2002 年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美术史研究生

毕业。现执教于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出版著作: 

 

编著《一生必知的一百幅中国名画及其画家)，并先后编写(艺术概论》(设计概

论)教材两部:在《艺术教育》《美苑》《美术大观)等杂志上发表论文 10 篇;论

文(日本画的色彩》获“美苑杯”学术奖:《从艺术的角度出发构建和谐健康的城

市环境》获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届“为中国而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大赛优秀论文

奖;关于高等院校《美术作品鉴赏》课程建设的理念与内涵研究获得东北三省学

科论文-等奖《从心灵深处感受“美"的极致》获得省级大学生展演优秀论文。先

后主持沈阳师范大学第八批重点课程《设计学概论》( 2008)、第十批重点课程

《艺术学概论》(2011)建设工作、沈阳师范大学校级教改立项《美术作品欣赏》

( 2005)、第五批校級重点教改立项《中国画家个案研究》(2010) ;主持辽宁省

教育厅课题(高等师范艺术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8年度课题<加强高校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教育体系构建研究》、2008年度辽宁

省社科联《加强中国传统艺术教育构建和谐健康校园文化环境》，辽宁省教育科

学“十五"规划课题《学校背景下的视觉设计与校本课程开发》;《通过美术鉴 赏

课重点加强高师审美素质教育》获沈阳师范大学教学成果三等奖、沈阳师范大学

课堂教学大赛三等奖、沈阳师范大学多媒体教学课件大赛优秀奖等:还参与完成

国家课题 1项、省级课题 3项，市级 1项。 



 

 

张军，又名张小册，1967年生于大连市。1986年考入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1991

年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 1993 年考入鲁迅美术学院史论系，1996 年毕业并取得

文学硕士学位: 2004 年 6 月于中央美术学院“西方当代艺术批评与理论”研修

班结业。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人文教学部主任，硕士生导

师。具有 20 年以上高校专业教职经验，近年来致力于现当代观念艺术的教学与

研究。曾于 1994 年 9月起至 1996 年 7月止，兼任鲁迅美术学院基础部中国美术

史课程教师: 2000年 3月起至 2002年 8月止，担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爱

乐〉特约美术编辑。 

 

出版的教材有:《经典动画导读〉 ( 教育科学“十-五”科研重点课题规划教材、

动漫艺术教育资源的开发性研究系列教材)，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8年 3月

第 1版。油画作品《夏景)于 2007年全国教师美术书法摄影作品竞赛获得三等奖。

发表的主要论文有:《深化高校美术欣赏课的艺术之维〉，原载于《中国美术教

育》1999年 5期。《残酷的音乐与残缺的肉身)，原载于<读书〉2000年 4期(总

253期)。《寻找诗歌的漂流瓶》，原载于《星星 2002年 1期(总 314期)。《维

也纳的两个古斯塔夫)，原载于《爱乐〉2002 年 1期(总 48期)。(看有型宅男丹

青世界里的新东方主义》，原载于《中国艺术) 2011年 2期(总第 63期)。 



 

邢进 

 

1969年生于沈阳 

1992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版画系获学士学位 

2009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版画系获硕士学位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访问学者 

沈阳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中国教育学会美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辽宁省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委员 

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课程培训专家《中国美术教育》杂志社、《中

国中小学美术教育》杂志社编委 



 

 

 

赵玲 ，辽宁沈阳人，省教育厅首届艺术学科带头人；沈阳市人民政府授予美术

学科带头人。全国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教材培训专家、国培计划培训专家、全国中

小学教材审查专家库学科审查专家、辽宁省中小学（含学前）教育教学用书编审

专家库学科专家；曾在国家级、省级出版社出版美术教育类著作多部、编著美术

绘本类读物多部；全国义务教育教科书 1—18 册编委；创作多幅油画作品获全国

美术教师作品比赛一等奖；主持并参与国家级、省级多项艺术类科研课题研究，

发表论文 10 余篇，并有多篇荣获国家级奖项；中国教育学会美术教育专业委员

会会员、辽宁省美术家协会理论艺委会委员、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辽宁

省教育学会中小学艺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美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

事。 



 

刘海年，1971 年出生，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世界动画协会--

中国分会会员。参加北京电影学院、日本新泻国际艺术学院等进修考察。现任美

术与设计学院人文学部副主任、设计理论工作室主任。承担了近现代设计史、设

计素描、设计色彩、人体速写、立体构成、CG 插图、动画运动规律等十余门专

业课程教学任务。 

主要作品及获奖: 

《故土》中国美术教师艺术作品年度奖三等奖。《殇》入编高校教师作品集并获

一等奖。 

出版著作: 

2010年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刘海年油画作品集》。 

2010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张道宁著(埋在地下的神话》插图 30幅。 

2011年辽宁科技出版社出版教材《设计素描》。发表论文: 

2009年《论动画人体速写课程的艺术价值》国家级艺术类核心期刊《美术向导》

发表。 

2010 年 《 Investigati on theConcept" design" 》 ISTP 检  索 论 文 OP 

TIMIZATONDESIGN ICOD。 

2010年《设计概念的解析》在中国国家设计期刊《艺术与设计》 

第十一期发表。 

2011 年《浅析新艺术运动中的南希学派》在国家艺术类核心期刊《艺术教育》

第一期发表。 

参与主持科研课题: 

2009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当代学校美育研究》主要科研任务一

等奖。 

2009全国中小学艺术展演论文《高中美术鉴赏课的价值探讨》-等奖。 



 

王仁祥，1963 年生于黑龙江省富锦市，1987 年毕业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沈阳

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主要展览及获奖: 

1998年，《野渡无人舟自横》获辽宁省第二届青年美展优秀作品奖。 

1998年，《阳光) 辽宁省第二届水彩画展优秀作品奖。 

1999年，(暮归) 入选辽宁.吉林黑龙江三声水彩画展获铜奖。 

1999年，《白云飘过》 建国 50年辽宁美术创作成就展获优秀作品奖。 

1999年，〈蝶谷蜂飞》建国 50年辽宁美术创作成就展获优秀作品奖。 

2001年，《浪漫新世纪》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80年辽宁美术精品展获铜奖。 

2004 年，《流动的草原》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迎接第四届全国美展辽宁省美术

作品展获优秀奖。2007 年，《守望家园》全国教师美术书法摄影作品竞赛获三

等奖。(专业组) 

2008年，《漫步)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辽宁省青年美术作品展获银奖。 

2011 年，《碗中的风景一-- -蚕食》纪念建党 90 周年辽宁省美术作品展中获

铜奖。 

出版著作: 

《王仁祥油画水粉画作品优选〉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吕鸿，1963年出生辽宁人。198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画室，获学

士学位。现任教于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7

年参加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列宾绘画，雕塑，建筑学院。亚历山大基洛维奇.贝斯

特洛夫主持的素描教学及油画制作研究班学习。多幅油画作品参加国内外美术作

品展览，多次获奖。多幅作品被中外美术机构和个人收藏。  



 

 

唐书民，四川人，1967年生于大连，1991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师从全显光

教授。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国际美术作品展、获奖及在《中国油画》等专业杂志发

表，部分油画及国画被辽宁美术馆及中外人士收藏，论文多篇发表并获奖。现为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油画专业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未来研究会未

来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作品展览及获奖: 

1993年，油画作品《车赛》入选第三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 

2000年，油画作品《梦花》入选第十四次中国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 

2001年，油画作品《搏击》入选第五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 

2002年，油画作品《绿色的回忆》入选第十届全军美术作品展。 

2003年，油画作品《绿色的回忆》入选第三届中国油画作品展。 

2006年，油画作品《牧歌》等二十幅作品参加第十二届亚洲艺术双年展。 

2006年，在上海举办个人油画展。 

2006年，在荷兰举办三人联展。 

出版著作: 

2002年江苏美术出版社(21世纪优秀艺术家- - -唐书民）。 

2004年中央编译出版社《油画家唐书民》。2008年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唐书民

油画)。 



 

 

李国森，1992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中国油画学会会员，现任教于沈

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展览及获奖: 

 

1992 年首届广州双年展。 

1992 年中国油画展。 

1993 年中国油画年展。 

1994 年第八届辽宁美术作品展。 

1995 年辽宁名家名作油画肖像画展。 

1997 年第二届中国青年油画展。 

2001 年省美展铜奖。 

2003 省中校幅美展铜奖。 

2004 年十届省美展金奖。 

2004 年油画作品发表在《美术》。 

 

出版著作: 

 

2005 年中国油画风景展。 

2008 年两幅油画作品发表在《中国油画》。



 
 

 

孙寿华，1963 年生于辽宁省海城。1984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

1988 年至今从事美术教育工作。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作

品多次参加国家级.省级美展并获奖。 

 

2004 年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迎接第十届全国美展创作的作品《时代》《外面

世界》.分别获辽宁省美术作品展优秀奖。 

 

2005 年作品《生态平衡》获辽宁省首届教师美术作品三等奖。 

 

2005 年作品《法西斯罪行见证》、《艰难岁月》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全国美展优秀奖。 

 

2006 年作品《包装》获辽宁省水彩画学会双年展学会提名奖。 

 

2006 年作品《青春之歌》获纪念辽宁省美术家协会成立 50 周年大型美术展览铜

奖。作品《母子》《时代》由《美术大观》杂志发表。作品《青春之歌》入编纪

念辽宁省美协成立 50 周年美展大型画册。 

 

出版有《广告创意》《室内创意》等专著。 



 

 

姜杰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87 年毕业于苏州大学

美术系，获艺术学士学位。2006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版画系水彩专业研究生

课程班，辽宁省水彩协会会员。辽宁省服装设计师协会理事，  

多幅作品入选国家省市美展及世界巡展并获奖。多幅论文发表于国家核心刊物。 



 

宋瑞霞，1964年生于河北唐山，1990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获学士学

位。2009年 首都师范大学访问学者，现任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辽宁省水彩画协会会员。 

 

主要展览及获奖情况: 

作品《忘却不了的记忆》参加“全国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

周年大展"。 

作品《晴》、《暖风》 参加《东北女画家作品邀请展》并被辽宁省近现代史博

物馆收藏。 

作品《山村印象系列之四》荣获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美术教师作品大赛优秀奖。 

作品《泊》荣获“辽宁省第三届水彩画艺术大展”铜奖。作品《山水画系列之八》

荣获辽宁省第四届青年美术作品大展优秀奖。 

作品《老宅》荣获辽宁省美术作品展优秀奖。 

作品《园林印象》荣获辽宁省第五届青年美术作品大展铜奖。 

作品《奔向 2008)参加“全国第六届中国体育美展”。作品《生命线》荣获“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辽宁省美术作品展优秀

作品奖。: 

作品《饮品 NO-8号)荣获“2006 年辽宁省水彩画学会双年展"学会提名奖。 

作品《花魂 6》荣获 2007年全国教师美术书法摄影作品竞賽二等奖。 

作品《荷变奏曲之十四》获全国师范院校教师美术作品展优秀奖。 

作品《梦》参加全国粉画展， 

作品《最后一息》参加纪念建党 90周年，辽宁优秀美术作品展。 

 

著作出版: 

个人画集: <21世纪优秀 艺术家画集宋瑞霞)， 

个人画集:《中国当代美术家书系宋瑞霞中国画)合著:董庆文讲装饰色彩设计 



 

 

雷金成，1963年生，1992年毕业于 鲁迅美术学院版画系，现为沈阳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铜版画《岁月流逝》获全国第十五届版展铜奖。铜版画《誓言》获第十届全军美

展优秀奖。 

 

铜版画《生命魔术》获第七届全国三版展优秀奖。铜版画《同盟一-1938香港》

获辽宁评奖大展银奖。铜版画《山里的金子》、《生长. I》参加青岛国际版画

双年展。 

 

铜版画《果实》参加全国第十七届版展。 

 

铜版画《魔盒之二》获中韩国际艺术交流展特别奖。铜版画《人，戏》参加西班

牙小幅作品交流展。作品曾多次在《美术》《中国版画》 等刊物发表。 



 

付彧，辽宁铁岭人，1987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现为沈阳师范大

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设计教学部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作品: 

 

2002年，招贴画《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75周年》入选第十届全军美术作品展。 

 

2004年，招贴画《聚焦东北)第十届全国美展辽宁省美术作品展金奖。 

 

2004年，招贴画《人权的守卫者？》第十届全国美展辽宁省美术作品展优秀奖。 

 

2007 年，招贴画《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获全国教师美术书法摄影作品竞

赛专业组一等奖。 

 

出版著作: . 

 

《创意字体〉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8年。 

《设计概论》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8年。 

《电脑艺术设计》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年。 

 

论文: 

 

《标志设计中的汉字应用》，发表在美术大观，2003年。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工作室制教学模式)发表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



 

江韶华，1978 年 8 月生于辽宁沈阳，2001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现任沈阳师

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近年来，创作设计的作品多次获国家、省级展览奖项，目前承担国家艺术基金项

目一项，省级项目两项。  



 

 

荆福全，现任教于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主要获奖： 

 

论文《大学校园景鼎观文化意象对师生的隐性教育》获教育部全国第二届大学生

艺术论文一等奖； 

论文《艺术教育功能价值的新思考》获教育部全国第三届中小学艺术展演教育科

学论文二等奖； 

《广场设计》获辽宁省教育厅主办的门辽宁省第十届教育软件大赛二等奖； 

《景观设计》获辽宁省教育厅主办的辽宁省第十一届教育软件大赛二等奖； 

《则场设计》获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三届环境艺术设计大赛优秀奖； 

科研项目:《规划设计》获全国美术教师作品大赛二等奖。 

主持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沈阳经济区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形象建设

研究》（课题编号:L10BWJ010） 

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基于景观视觉环境评价理论的辽宁工业遗产

景观保护研究》(课题编号: 20101sktwx-49); 

 

主持辽宁省教育科学十规划立项课题《大学校园景观意象文文化隐性教育内涵研

究》(课题编号:JG09DB209 ); 

 

主持《以培养创新能力为能力为目标的〈景观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教学改革项目。 

 

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作品情况: 

 

编写《景观设计》等教材 2 部: 

 

在《使术观察》等杂志上发表论文育，设计作品 10 幅 



 

薛春艳 

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综合设计部主任、副教授。从事室内设计与教学 20 余年，曾获得中国优秀中青

年室内设计师称号，出版编著《一本书轻松帮你装修家》系列丛书（5 本），主

编教材《居住空间设计》、《环境设计工程制图》、《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

指导教程——艺术设计类专业》；主持省级教、校级改项目多项；一篇教改文章

获得国家教育部主办的高校艺术教育科学论文三等奖，一篇科研论文被 EI 收录；

多项设计作品获得国家级设计竞赛银奖 4 项、项铜奖 3 项、项优秀奖若干项，国

际奖入选 2 项；指导学生设计作品在国家级、省级设计竞赛中获得金奖、银奖、

铜奖若干项。



 

李川 

毕业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研究方向：工艺美术、服装设计，现任沈阳师范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教师、副教授，辽宁服装设计师协会会员。 

·主持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1 项； 

·主持省社科基金项目 1 项、省高校科研项目 1 项、省教育科学规划 1 项、省社

科联课题 1 项； 

另有多项市级、校级课题； 

·主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2 项；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公开发表作品 30 余幅； 

·编写教材 2 部、著作 1 部； 

·设计作品获“大连杯”中国青年时装设计大赛暨中国国际服装创意设计邀请赛

金奖 1 项、银奖 1 项、“益鑫泰”中国时装设计最高奖铜奖及其他国家级奖项 6

项、省级 5 项； 

·教学课件获省教育厅主办的多媒体课件大赛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 项； 

·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省级专业赛事一二三等奖多项。 



 

黄鼎奇，1962年生，1986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服装系(现清华美院)，现

为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会员，

辽宁服装设计师协会理事。 

 

主要作品及获奖: 

 

《服装专题设计)国家教育部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服装设计新理念》辽宁美术出版社。 

 

《兴趣活动教育丛书》辽宁美术出版社。 

 

《古陵》获辽吉黑三省画展银奖。 

 

《晨曦》获辽宁省第三届水彩艺术展铜奖。 

 

《牡丹韵》系列服装设计获首届辽宁省艺术设计作品展银奖。 

 

电视剧《五爱街》服装人物造型设计获辽宁省第十二届优秀电视剧一等奖，并荣

获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半路夫妻》《光荣街十号》(3.8大案）等电视剧的服装人物造型设计，获国

家及省市级奖励。 

 

多篇学术论文发表在《装饰》等核心期刊上,部分论文获得各级各类学术奖励。 



 

 

许昊，辽宁锦州人，生于 1972年,动画导演，设计艺术学多媒体动画专业硕士，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讲师。200集大型动画片<达达和妮妮>总导演、总

编剧、出品人，30集动画《钮妞家族》总导演、出品人，参与策划并导演动画

作品 10余部，动画作品曾获国家广电总局优秀国产动画片奖，国家广电总局全

国少儿精品动画作品奖、辽宁省电视广播大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提名奖、最

佳动画短片奖等。动画、影像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动画及影像艺术展。致力动画

专业的产学研有效结合。 



 

王剑，男，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动画专业“绘本工作室”负责

导师，1976 年 4 月生。鲁迅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 

获日本新泻国际艺术学院高级学者研究证书。赴台湾朝阳科技大学研修。获北京

电影学院动画学院研修证书。获美术与设计学院首届青年教师教学考核大赛“青

年教学标兵”称号。 

一、课题 

（1）主持项目（3 项）： 

1.省社科联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艺术学资助课题，经费 0.8 万元），高校校园文

化建设中审美教育的现状及实施策略，主持人，已结题，2015．04 

2．省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 11 年度课题，动画中的暴力内容及其对小学生

攻击性的影响，主持人，已结题， 2014．10 

3.沈阳师范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影视动画视听语言能力的培养研究》，

重点项目，主持人，已结题，经费 0.3 万元，2015.06 

（2）主要参与项目：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 2013 年重点项目，天体油画的起源与现状，主要参

与人，经费 10 万元。 

2.国家艺术基金重点项目《西迁赞歌--东北地区西迁民族美术作品北方六省巡

展》，主要参与人。 

二、发表作品及论文 

（1）主要发表作品： 

1.《生·灵·萌动》发表于“全国十所高等美术院校造型基础教学作品范例”（色

彩卷），并参加全国巡回展，被鲁迅美术学院收藏。 

2.《艺术教育》（国家级艺术类核心期刊），发表“4”幅《洗心》一、二，《潭》、

《郁》，独立创作，2014.10 

3.《中国建设报》发表 2 幅，独立创作，《乡间小屋》、《风景》。  

并发表多篇艺术论文。 



 

吴桂萍，1971 年出生于沈阳，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会

员，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纤维委员会会员，中国皮革设计大赛评委，辽宁省服装设

计师协会。 

1996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染织设计系，2004 年沈阳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理论研

究生研究生学历。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6 月在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时尚

设计专业访问学者。现任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造型与工艺教学部主任。 

发表个人专注和专业论文情况： 

2001 年出版个人专著《装饰百花瓣》 

2011 年出版全国数字艺术主干教材《数字图案艺术——植物篇》 

2016 年出版教材《服装创意工作室》 

2016 年出版教材《剪纸艺术发展史话》 

2016 年出版《关东民间剪纸培训教学对话——装置与剪纸艺术》 

2017 年剪纸创新作品参加赴意大利那不勒斯美术学院举办的“关东风情民间剪

纸艺术交流与展览” 

2014 年主持课题《计算机辅助技术教育》 

发表《人物变形从文学语言中来》、《感悟干百合》等专业论文十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