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剧艺术学院 2021 年研究生招生宣传内容 

  

一、戏剧艺术学院院标 

 

 

 

 

 

 

 

 

 

 

 

二、学院简介 

学院前身系国家级重点中专——辽宁省艺术学校（始建于 1959

年），2002年并入沈阳师范大学，组建戏剧艺术学院。 

现设有戏剧与影视学、音乐与舞蹈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涵盖

了学术型研究生研究方向 5个，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学科领域 5 个。本

科现设有 5 个专业，分别是表演（京剧表演、戏剧影视表演、服装表

演与设计 3 个方向）专业、舞蹈表演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音

乐表演专业（中国器乐演奏、戏曲器乐演奏 2个方向）、戏剧影视美

术设计专业。学院现有在籍本科生 784 人、研究生 66 人。  

现有专任教师 80 人，其中：教授 10 人，副教授 25 人,讲师 44

人，博士 5 人，硕士 54 人。此外，还聘请了一批知名的表演艺术家

如刘秀荣、李维康、李鸣岩、张继刚、杨笑阳、崔凯、宋国锋、杨赤、

刘思展、刘笑笑等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成为学院教学与发展的良

好社会资源。 

学院在学科与专业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对外文化交流等

方面均取得突出成绩。在 2014年 10 月开展的辽宁省第三轮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工作中，学院表演专业和音乐表演专业分别以

排名第一、第二并进入辽宁省 100强专业。同时，被辽宁省教育厅确

定为首批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优势特色专业，获批 2017 年辽宁

省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示范专业、表演专业于 2018 年获批辽宁省

普通高等学校首批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音乐表演专业 2019 年获

批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2017 年度获批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转型与创新创业教育项目

“2017 年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2018 年我校荣获教育部首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传承项目为京剧；2018 年获批省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综合艺术实验教学中心”。 

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省教改项目 3项；教育部产学合作项目 2项。并设有辽宁省资

源共享课 3 门、辽宁省视频公开课 2门、获批国家级大创项目 4项，

省级大创项目 12 项、省级教学改革立项 5 项。建立教学实践基地 10

个；截止 2018 年，获批国家级艺术基金项目 7 项，省部级项目数十

项；发表论文共近千篇；学术著作、教材等几十部。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经过多年的发展积淀，教育教学成果显著，

在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全国艺术院校京剧学生大赛、

全国“花样年华”大学生短剧小品大赛、中国扬琴艺术节暨全国扬琴

邀请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国超模大赛等多项国家级重要

赛事中摘金夺银获得优异成绩,获得国家级奖 91 项，省级一等奖 204

项。 

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在 98%以上，考研率达 8%以上，考取的院

校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等知名学府。就

业单位有中国戏曲学院、南京京剧团、辽宁歌舞团、辽宁芭蕾舞团、

贵州卫视、辽宁卫视、辽宁大剧院、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法



院、村官、团区委等。 

学院高度重视国际文化交流，师生先后赴美国、英国、俄罗斯、

比利时、韩国、印度、黎巴嫩、吉布提、泰国、约旦、香港、澳门等

国家和地区进行多次访问演出，受到国际友人的普遍赞誉和好评，为

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学院积极拓展社会服务层次，近几年举办了艺术惠民培训、高雅

艺术进校园、戏曲动漫进校园、国家非遗培训项目培训、市中小学教

师戏曲培训班等活动，得到省、市相关部门的肯定，得到中央和省市

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为促进社会精神文明

建设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三、学科优势与特色 

自 1959 年成立于辽宁省戏曲学校表演专业开始，至今已走过

了 61 年发展历程。现有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音乐与舞

蹈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十三五期间”学院狠抓学科内涵建设，大

力加快专业发展步伐。表演专业获批辽宁省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试点专业、辽宁省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示范专业、首批入选国家

级一流专业建设点，音乐表演专业获批辽宁省第二批普通高校一流

本科教育示范专业建设点。 

1.梯队优势与特色。“十三五期间”学院重视学科梯队建设，

现有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人、青年拔

尖人才 1人，全国高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艺术教育学

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戏曲教育联盟副理事长、辽宁

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辽宁省戏剧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等较有影响力的学术

领军人物和一大批学术骨干队伍。同时，还聘请了国际戏剧联盟主

席罗伯·万·吉奈特先生、匈牙利大师坊领袖、匈牙利共和国黄金

十字勋章获得者——伊斯特万·品斯博士、俄罗斯大师坊导师、俄



罗斯总统艺术文化奖获得者——瓦蒂米尔·契科塞夫先生、英国戏

剧大师，英国大不列颠文化协会无国界教师培训专家——理查

德·芬奇博士以及著名京剧艺术家刘秀荣（国家京剧院）、孙玉敏

（北京市艺术职业学校）、李维康（国家京剧院）、耿其昌（国家

京剧院）、叶少兰（战友京剧团）、刘长瑜（国家京剧院）、李长

春（国家京剧院）、吴江（国家京剧院）、张建国（国家京剧院）、

李海燕（国家京剧院）、李岩（国家京剧院）、邓敏（国家京剧院）、

于魁智（国家京剧院）、李胜素（国家京剧院）、郭跃进（中央戏

剧学院）为我院特聘教授、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 

2.科研（创作）成果优势与特色。“十三五期间”学院获得国

家艺术基金项目 9 项，原创艺术作品达 30 余部。其中，《参花正

红》《走出绝谷》《莱昂瑟与莱娜》等原创作品在富山世界儿童舞

台艺术节、比利时艺术节、中德文化交流年等重要赛事中获得多项

国际大奖；京剧版《奥赛罗》首次登上英国莎士比亚环球剧院；新

编历史京剧《明月与子翰》首次赴黎巴嫩、约旦、美国等国家演出；

话剧《弥留之际》参加第八届华文戏剧节获得国内外同行广泛赞誉。

原创作品《三鼓舞》《幽兰雅韵》《闯关东》《生命之舞》《孝庄

长歌》等获得中国 CCTV 电视大赛、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全国桃

李杯舞蹈比赛等多项国内大奖。 

3.学科专业成果优势与特色。“十三五”期间学院遵循“强化

优势、培育特色、突出重点、创新驱动”的建设思路，把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理念、促进知识转化能力等方面作为强化

教学内涵建设的核心推动力。获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专业综合

改革项目 3 项、辽宁省优秀视频公开课 1 门，辽宁省精品资源共享

课 2 门，辽宁省“美育优秀课”3 门，辽宁省美育优秀教研团队 1

个、辽宁省荷花奖精品课展演课程 2门、辽宁省教育教学信息化大

赛微课“一等奖”3 项、辽宁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典型优秀案例 1



项、辽宁省普通高等家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8 项、辽宁省综

合艺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辽宁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1

个。师生累计获得国际级、国家级各类专业奖项 91 项，省级奖项

204 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4 项、省级 9项。 

4.文化传承和社会服务优势与特色。本学科以服务区域经济、

文化建设为宗旨，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在社会服务方面做出了

积极贡献。先后承担了教育部非物质文化遗传传承人培训等项目，

与辽宁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文旅厅、辽宁省委宣

传部、沈阳市委宣传部、沈阳市教科工委、辽宁省文化资源共享中

心、沈阳市教育局等政府部门深度合作，承担大量“高雅艺术进校

园”演出活动。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打造了一列类的原

创作品，如制作戏曲动漫《赵氏孤儿》、编排戏曲健身韵律操、开

发文创产品京剧四美图、脸谱书灯、掐丝沙画、制作《中国京剧脸

谱图范》等。同时适应新媒体时代和基地建设需求，开设沈师京剧

传承基地公众号提升传播效果，公众号单篇新闻有超十万的浏览点

击量。 

 

 

 

 

 

 

 

 

 

 

 



 

四、戏剧艺术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招生系别代码、名称、联系电话 专

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 

人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025 戏剧艺术学院 

（电话：024-86578882）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 

 

 

1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  

③ 643 艺术学基础二  

④ 870 舞蹈专业基础 

 
 
 
 
 
 

复试：  

①剧目选段  

②专业理论（笔试） 

 
-01(全日制)舞蹈教学教法研究 

-02(全日制)舞蹈教育研究 

 

 

同等学力加试：  

①艺术概论  

②舞蹈剧目分析 

 130300戏剧与影视学 

1 

⑤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⑥ 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 

⑦ 643 艺术学基础二 

⑧ 871 戏曲专业基础 

复试： 
① 各行当经典剧目（表演） 

② 戏曲表演常识（笔试） 
-01（全日制）戏曲表演教学研究 

同等学力加试： 

① 艺术概论 

② 京剧剧目分析 

-02（全日制）口语传播教育理论与实践 

1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 

③ 643 艺术学基础二 

④ 872 播音专业基础 

复试： 

① 播音主持选篇（表演） 

② 口语传播教育理论常 识

（笔试） 

同等学力加试： 

① 艺术概论 

② 经典篇目分析 

135101△音乐【专业学位】 
 

 

1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643 艺术学基础二 

④ 873 民族器乐专业基础 

复试： 

①专业术科 

②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知识

（笔试） 

-01（全日制）民族器乐演奏（二胡） 

同等学力加试： 

① 音乐教育学 

② 音乐学知识 

135102 △戏剧【专业学位】 

2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643 艺术学基础二 

④ 874 戏剧专业基础 

复试：①专业术科 

②戏剧表演常识（笔试） -01（全日制）戏剧表演 

同等学力加试： 

① 戏剧表演学常识 

② 中外戏剧史 

-02 （全日制）戏剧舞台美术设计 

 

 

 

 

 

 

 

 

 

2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643 艺术学基础二 

④ 875 舞台美术设计专业基础 

复试：①专业术科 

②设计构思（笔试） 

同等学力加试： 

① 素描、色彩 

② 舞台美术常识 

 

 

 



135103 △戏曲【专业学位】 

2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643 艺术学基础一 

④ 871 戏曲专业基础 

复试： 

①专业术科 

②戏曲表演常识（笔试） 

-01（全日制）戏曲表演 

同等学力加试： 

① 艺术概论 

② 京剧剧目分析 

135106 △舞蹈【专业学位】 

3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643 艺术学基础二 

④ 870 舞蹈专业基础 

复试：①专业术科 

②舞蹈作品分析（笔试） -01（全日制）舞蹈表演 

-02（全日制）舞蹈教育 
同等学力加试： 

① 艺术概论 

② 舞蹈剧目分析 

五、导师简介 

1.张威（戏曲表演教学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 

 

 

 

 

 

 

 

2. 尹敬红（戏剧影视表演方向硕士生导师） 

 

 

 

 

 

 

 

 戏剧艺术学院院长；三级教授、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哲学

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一流本科专业（表演）带头人；全国

高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戏曲教育联盟副理事长；

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戏剧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戏曲表演与教学研究。 

    教育部产学合作项目主持人、主讲；辽宁省精品视频课程

主持人、主讲。                 

    曾获全国昆曲演员大赛“最佳表演奖”、中国戏曲“红梅

大奖”，文化部第四届京剧邀请赛“园丁奖一等奖”全国大学

生艺术展演“指导二等奖”，辽宁省教学成果奖。 

    主持三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戏剧艺术学院教授（国家一级演员）、院教授委

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戏剧家协会

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戏剧影视表演方向    

   曾获辽宁省戏剧玫瑰奖、全国红梅荟萃“红梅金花”

奖，东三省戏剧小品大赛表演金奖。 



3.刘晓秋（戏剧影视表演方向硕士生导师）  

 

 

 

 

 

 

4.李苗苗（舞蹈表演方向硕士生导师） 

 

 

 

 

 

 

 

 

 

 

 

 

 

 

 

5. 胡万勇（舞蹈教学教法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 

 

 

 

 

 

 

 

6.胡博（舞蹈教育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 

戏剧艺术学院副教授、院督学。辽宁省戏剧家协会会

员。 

  主要研究方向：戏剧影视表演方向。   

  曾获全国首届大学生短剧小品大赛作品一等奖、导演

二等奖；辽宁省大学生戏剧节、东北三省戏剧小品大赛

等各项比赛导演一等奖。 

 

  戏剧艺术学院教授、院教授委员会委员（国家

一级演员）；辽宁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

省委宣传部“四个一批”优秀人才。 

   曾获首届桃李杯舞蹈比赛一等奖；主演作品多

次荣获文化部一等奖、第八届中国人口“文化奖”、

辽宁省政府优秀成果奖、辽宁省艺术节一等奖等。 

   第六届、第七届“桃李杯”舞蹈比赛指导教师

一等奖；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指导教师二等奖；

辽宁省荷花杯舞蹈比赛编导银奖；辽宁省舞蹈家

协会教学展演指导教师一等奖等。 

 

   戏剧艺术学院舞蹈系主任、副教授 ；中国舞蹈家协

会会员、 辽宁省舞蹈家协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舞蹈教学教法研究。 

   曾获第九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少年男子组甲

组指导教师一等奖、青年男子组指导教师二等奖、中国

舞蹈荷花奖作品铜奖。 

   主持二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7.王璐（舞蹈表演方向硕士生导师） 

 

 

 

 

 

 

 

 

 

 

 

 

8.陈家财（戏剧舞台美术设计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 

 

 

 

 

 

 

 

 

 

 

 

 

9.张维汉（戏剧舞台美术设计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 

戏剧艺术学院副教授、 沈阳师范大学首届

“百人计划”青年优秀人才：中国舞蹈家协会会

员、中国教育学会会员、辽宁省舞蹈家协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舞蹈史论、舞蹈教育。 

   曾获第八届“桃李杯”全国舞蹈比赛学术论

文二等奖；辽宁省舞蹈家协会舞蹈专业论文评比

一等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首届学术年会优秀

奖；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二等奖。 

   主持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一项 。 

戏剧艺术学院副教授（国家二级编导）。 

   主要研究方向：舞蹈创编、现代舞教学研究。 

   曾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型舞蹈

史诗《复兴之路》第四篇章舞蹈编导。创作戏曲舞

蹈《幽兰雅韵》荣获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二等奖。

创作当代舞《九儿·殇》荣获辽宁省荷花杯舞蹈比

赛编导银奖等。 

 戏剧艺术学院教授（国家一级舞美设计）、院教授

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舞美学会会

员，中国话剧研究会会员，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长期参与或主持国家级省级重大文化创作项目。在

二十年的创作实践中，设计舞台剧目四十余部，晚会

及电视栏目百余台，电视连续剧 300 余部集。 

   曾荣获国家舞台剧目十大精品工程奖、中国戏剧节

舞美设计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10.陈爱民（戏曲器乐演奏教学研究硕士生导师） 

 

11.潘晓红（二胡演奏与教学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 

 

 

 

 

 

 

 

 

 

 

 

 

 

 

   戏剧艺术学院副教授、院督学。中国舞台美术

家学会会员；辽宁省舞台美术家协会理事，辽宁省

美术类高评委。 

   主要研究方向：戏剧舞台美术设计研究。 

   曾获全国计算机设计大赛指导教师奖、辽宁省

舞台美术优秀作品展一等奖、辽宁省大学生艺术展

演舞台美术设计一等奖；主持多项省级科研课题。 

 

戏剧艺术学院教授（国家一级演奏员）、院教授委

员会委员、院督学、辽宁省戏剧家协会会员。 

   主要研究方向：戏曲器乐演奏教学研究。 

   曾荣获文化部文华校园奖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辽宁省大学生艺术展演指导教师一等奖；辽宁省艺

术节优秀音乐设计奖、优秀指挥奖、优秀伴奏奖；

中国戏剧节优秀音乐设计奖；辽宁省戏剧玫瑰奖等。 

 

戏剧艺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阳市高层次人

才“拔尖人才”。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二胡学会

理事、辽宁省音乐家协会理事、辽宁省民族管弦乐学

会副会长、辽宁省胡琴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辽宁省一流本科专业（音乐表演）带头人、教育

部产学合作项目主持人、主讲；辽宁省精品资源共享

课程主持人、主讲。 

    曾获辽宁省民族器乐展演比赛演奏“金奖”；辽

宁省大学生艺术展演指导一等奖。 

 



五、代表性项目、成果、获奖及基地 

专业建设项目发展一览表 

序号 专业 项目名称 获批单位 获批时间 

1 表演 辽宁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第一名 辽宁省教育厅 2014 

2 表演 辽宁省百强专业 辽宁省教育厅 2015 

3 表演 首批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优势特色专业 辽宁省教育厅 2015 

4 表演 辽宁省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试点专业 辽宁省教育厅 2016 

5 表演 辽宁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示范专业 辽宁省教育厅 2017 

6 表演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首批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辽宁省教育厅 2019 

7 表演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教育部 2019 

8 音乐表演 辽宁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第二名 辽宁省教育厅 2014 

9 音乐表演 首批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优势特色专业 辽宁省教育厅 2015 

10 音乐表演 辽宁省百强专业 辽宁省教育厅 2015 

11 音乐表演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第二批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辽宁省教育厅 2019 

12 音乐表演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教育部 2019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9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获批时间 经费 

1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中国戏曲脸谱艺术国际巡展》 张威 2019 170万 

2 国家艺术基金青年人才项目 王嘉嘉 2019 20万 

3 国家艺术基金小型创作项目《大学生活那些事儿》 张威 2018 20万 

4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群舞《梨园情》 胡博 2018 20万 

5 国家艺术基金青年人才项目 崔晓 2018 20万 

6 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项目《京剧舞台脸谱人才培养》 张威 2017 50万 

7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京剧唐派人才培养》 赵向军 2017 60万 

8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群舞《战地情》 胡万勇 2017 20万 



9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群舞《闯关东》 胡万勇 2017 20万 

学科专业人才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类 别 姓名 获批时间 

1 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委  员 张威 2017 

2 全国高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委  员 张威 2020 

3 中国戏曲教育联盟 副理事长 张威 2015 

4 辽宁省戏剧家协会 副主席 张威 2017 

5 辽宁省舞蹈家协会 副主席 李苗苗 2017 

6 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 领军人才 张威 2019 

7 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 崔晓 2019 

8 辽宁省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张威 2019 

9 辽宁省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  员 尹敬红 2019 

10 辽宁省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  员 李苗苗 2019 

代表性教学成果、基地建设项目一览表 

序号 成果名称 专业 获批单位 获批时间 

1 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表演 辽宁省教育厅 2018 

2 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表演 辽宁省教育厅 2014 

 

序号 成果名称 数量 获批单位 获批时间 

1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综合改革项目 3项 教育部 2017—2019 

2 辽宁省优秀视频公开课 1门 辽宁省教育厅 2017—2019 

3 辽宁省精品资源共享课 2门 辽宁省教育厅 2017—2019 

4 辽宁省美育优秀课 3门 辽宁省教育厅 2015-2019 

5 辽宁省美育优秀教研团队 1个 辽宁省教育厅 2019 



6 辽宁省“优秀德育课程” 2门 辽宁省教育厅 2017—2019 

7 辽宁省荷花奖精品课展演课程 2项 辽宁省文联 2017—2019 

8 辽宁省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微课一等奖 3项 辽宁省教育厅 2017—2019 

9 辽宁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典型优秀案例 1项 辽宁省教育厅 2017—2019 

10 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8项 辽宁省教育厅 2017—2019 

11 辽宁省综合艺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个 辽宁省教育厅 2018 

12 辽宁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1个 辽宁省教育厅 2017 

国际交流与合作一览表 

活动名称 交流地点 交流内容 
交流时

间 

比利时国际戏剧节 比利时 文化交流 2015 

萨姆.奥纳梅克戏剧节 英国 演出《奥赛罗》 2016 

仁川大学孔子学院建校十周年 韩国 文化交流 2016 

富山世界儿童舞台艺术节 日本富山 演出《参花正红》 2016 

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 400周年 英国 演出《牡丹亭》 2016 

仙台大学、城西大学文化与科研交流 日本 文化与科研交流 2017 

孔子学院文化交流 约旦 文化交流 2017 

“融合•创新•发展为主题的“应用戏剧

教育大师工作坊” 
国内 

来自世界各地 11个国家

的应用戏剧专家 
2017 

“中华文化大乐园”教学活动 葡萄牙 文化交流 2018 

国家艺术基金巡展 

《中国戏曲脸谱艺术国际巡展》 
美国 

四所大学和一所小学脸谱巡

展、宣讲、工作坊、讲座 
2019 

国际艺术院校联盟年会 芬兰 国际艺术院校学术交流 2019 

“中华文化大乐园”教学活动 意大利 文化交流 2019 



省中日青少年交流活动月开幕式 校内 文化交流演出 2019 

商务部俄语国家大学校长培训班 校内 讲座与演出 2019 

商务部发展中国家幼儿园园长培训班 校内 讲座与演出 2019 

美国萨哈拉门托大学 美国 1名学生学分互换 2019 

法国阿尔图瓦冬令营 法国 4名学生参加冬令营 2019 

 

 

 

 

 

 

 

 

 

                                      戏剧艺术学院 

                             2020年 9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