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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13040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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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业年限: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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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负责人:三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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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 青况

开设年份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学校名称青岛黄海学院学校代码13320

学校主管部门山东省
学校网址http://www. qdhhc. edu

en/    

学校所在省市区塘蕊1145盯邮政编码266427

塞繁羹塞
口教育部直属院校口其他部委所属院校日地方院校

□公力回民办口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星辊高装吕墓塞吕釜婆"吕震敛吕宦童"吕蚤轰"吕铝素塞

学校性质
目辐喜Og囊O备搓O筏酱O壕絮O蛋敌

曾用名青岛黄海职业学院

建校时问1996^首次举力本科教育年份2011#-

通过教:雾教学评合格评估通过时间2017^lo/!

专任教师点数1016
专任赘韶嘉裂释蠢及以294

现有木科专业数37上一年度贪期木科招生2416

上一年度瓮舞木科毕业1451近二年渊生平均96. 92%

学琵吾0专饰泞草

暑i辜雪景筐i幕譬晃; 2015毒翼屠攀堑蔓臀晃窿野i 2017暮茬暴最菱绞

豁阉蔑胖繁300宇

塞一

申报类型新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130405T专业名称书法学

学位授予门类艺术学修业年限四年

专业类美木学类专业类代码1304

门类艺术学口类代码13

所在院系名称艺术学院

相近古业1专业名称

学校相近

绘画

专业忄痹
开设年份2017^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开设年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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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手支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       一

书法学木科毕业生可以到中小学校、艺术培训机构、青少年宫等教授书法
课程;在出版社、报刊、新媒体、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艺术馆等文
化企事业单位工作;在拍卖公司、艺术经纪公司、艺术画廊竿机构从事书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法鉴定、策展及管理工作;也有很多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开设工作室、
书画廊、培训班等。
随着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出国从事书法教育工作的比例
人数也有所增加。       -
一、中小学校书法教育
对书法人才需求最大的行业是中小学书法教师。2017午，国家发布@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中小学书法教育提到传
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高度。据@教育部发布2019年全国教育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在义务教育阶段，全国共有在校生i.54亿人
，若按每500名学生配备一名书法专业教师，书法教师需要30万人。@
2019年山东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山东2019年中小学在校生
1266万人，需要书法教师2.5万人。目前在中小学校书法教师多为语文、
历史、美术课教师兼任，或聘请校外的书法爱好者代课，按目前高校书法
学本科招生计划，远远不能满足中小学书法教育需求。
二、书法培训产业
在2oi7年以后各省市出台的中考指导意见中，书法科目逐渐纳入考试要求
。山东省2017年出台的@山东省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指导意见@中，把
书法列入"美术"测试科目。近几年的高考命题中，书法知识占的比重也
逐年增加。日益增强的书法教育需求与校内教育资源的不足，促使中小学
校外书法培训进入迅速发展阶段;为解决中小学书法专业教师的严重不足

人才需求情况     ，高校书法学成为热门专业，参加书法高考培训的人数持续增长;在成人
书法培训方面，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发展，人们对文化艺术的精神需求大幅
提高，成人书法培训需求旺盛。据北国网@2019中国书法教育行业研究报
告》提供的调查数据，目前整体书法教育市场规模在50亿元左右。快速发
展的书法培训产业大量需求书法学专业毕业生。
三、文化艺术产业
l·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政策推动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据
我校对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等is家文化产业公司调研
，每年都需要招聘艺术专业人才。15家接受调研的大化创意公司2020午需
要艺术专业人才达到ioo人以上。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在大
化创意中占据独特位置，文化创意产业对书法学毕业生的需求日益增长。
2·艺术品市场。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发展迅猛，2019年，全国画廊总数达
3106家，拍卖公司超过3oo家，艺术画廊、经纪公司、拍卖公司、艺术博
览会等艺术品机构需要大量的书画专业人才，预计在末未较长时间内，高
校书法学木科教育处于刚性需求阶段。
其他如出版、报刊竿传统媒休行业，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文化企事
业单位，每年都需要补充一定数量的书画艺术专业人才。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60 

预计升学人数                          ·9 
预·计就业人数 ¨                        51 

青岛黄岛区珠山书画院                       5 

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                       13
L一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园管理有限公司

情况@可上传合作办学  青岛艺海启航教育科技                       8
协议等)                           有限公司

青岛麦地影视文化传媒                       8
有限公司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禾造
珠山大化培训学校有限                       7 

公司
-                                                                       -"



青岛木木棠美术学校lo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学生

系统掌握书法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较强的书法篆刻创作能力、终

身学习能力、知识更新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能在书法教

育、专业艺术机构、文化创意产业、艺术品市场、出版传媒等文化艺术领

域从事书法教学、书法创作、策展、鉴定、编辑、艺术品投资咨询、艺术

活动策划、文化管理等工作，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新创业潜质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经过5年左右的实际工作，能够达到如下目标:

目标1:专业知识扎实，书法篆刻创作技法姻熟，了解书法艺术的创作

规律、审美特征和教学规律，胜任书法普及教育、策展、书法编辑等工作;

目标2:深入了解书法的传统文化内涵和书法史的整体框架，熟悉各个

时期的书法风格特征和风格演变，具备较高的书法品鉴能力;

目标3:具有现代艺术视野，具备对当代书法现象进行批评的能力;

目标4:具备书法研究能力，能够独立撰写书法研究论文;

目标5:具备知识更新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完成个人职业规划，具有

健康人格和高度社会责任感。

二、毕业要求

经过'4年的学习，本专业毕业生应达到以下毕业要求:

(一)知识

1·掌握书法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书法史的发展脉络，熟知历朝代

表性书法家的基本风格;

2·掌握基本的国学常识，对文字学、古典诗词有一定了解，对书法的

传统文化内涵有较深入的领会;

3·了解现代交互媒体传播与制作的基本发展现状，对书法现代性有一

定思考;

4·对传统美学有一定了解，具备书法品鉴的相关知识;

5·了解书法与中国画的同源关系，了解传统绘画史、画论的基本知识。



(二)能力

1·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

理，具有人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本知识;

2·具备基本的大化史观和书法史观，具有现代艺术的视野，具备一走

的书法批评能力;

3·熟练掌握书法与篆刻基础技法，对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的

技法特点有系统认识，具备较强的书法、篆刻临摹技巧和创作能力;

4·具备基本的中国画造型基础，掌握山水、花鸟画的临摹和写生技巧;

5·了解书法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具备查阅文献和通过各种资源获取

知识的能力，具备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和独立完成论文写作的能力;

6·具备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和交际能力，具有较强的岗位适应能力;

7·具备科学锻炼身体和调整心理、学习工作状态能力，达到国家规定

的大学生体育、军事和心理健康状态，具备健全的心理和健康体魄。

(三)素质

1·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传统文化艺术事业，具

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

2·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具有良好的公

民意识，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热爱生活;

3·树立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入探求艺术规律的精神，具有良好的学术

道德，不断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素质;

4·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审美情趣和人文素质。

三、主干学科:

美术学

四、主要课程:

中国书法史、中国书法理论丈、篆书临摹与创作、隶书临摹与创作、

楷书临摹与创作、行书临摹与创作、草书临摹与创作、篆刻基础与创作、

中国画基础、书法创作

五、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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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的实践性教学包括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基础训练、

篆刻基础技法、书法创作、篆刻创作、中国画基础竿，要求学生掌握书法、

篆刻基本技法、中国画基础、书法篆刻理论竿，能适应书法相关行业的需

求和应用。一二年级主要是书法、篆刻、国画技法基础，三四年级主要是

书法创作、毕业论文和毕业创作竿。

专业实验:

I·书法遗址考察、拓片拓本制作、书画材料制作考察、传统书画装祷

实训;

2·社会调查。要求到基层深入了解学科状况，使学生了解现代书法的

应用和书法学专业的相关就业行业发展状况，并写出调查报告;

3·现代交互媒体传播与影视制作体验。定期组织学生参与本校其他艺

术专业的实验活动，充分了解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动态，并写出体验报告。

六、修业年限

基本学制4年，弹性学制3-8午。

七、授予学位

艺术学学士

八、毕业资格

八达到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2·修满培养方案所规定的150学分;

3·修满第二课堂教育平台要求的学分;

4·毕业时无任何处分或处分已撤销。

3



九、课程设置学分、学时及比例分配

十、教学计划进程安排表

书法学专业教学计划进程安排表

4

课程平台修课要求学分学时学分比例

通识教育
必修35660

32.7%
选修14224

专业教育
必修47752

45.3%
选修21336

集中实践教学必修2929 M18.7%

创新创业教育选修4642.67%

合计1502036+29M

选修课程学分所占比例35. 08%

实践教学学分所占比例46. 73%

课

程

平

台

课程
模块

修课
要求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学时
分配

周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学

期

开课
单位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蕊

赔

拥

憋

必修

12119001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3484831马院

12119002
马克思王义
基本原理
348483V2马院

1211900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48483V3马院

12119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58048323V4马院

12119005形势与政策232321-4马院

刁tT十1625622432

大学
英语
课程
模块

必修

10119008-

011
大学基础英语A@-412192128643V1-4iliR

10119012-

015
大学基础英语M-412192128643V1-4通识

刁hT十1219212864

健康
教育
课程
模块

必修

21118002军事理论教育236361学工

10117033-

36
体育I/II/III/Iv414416

112

+16
2V1-4iliR

21117002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

生命安全教育
132321学工

刁ti十72128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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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识

教育

选修

模块

选修
课程资源由学校教师自建课程与尔雅、智葱树等在线网络课程组成，包括历
史文化、科学技术、创新创业、艺术审美、哲学智慧、经济管理和国际视野
等类别，学生需修满14学分，选课学期扫大学生可按自己需要跨专业选课。

教工

刁kT十14224224

合计4988466022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模

块

学科基
础课

07121601书法基础46416484*81艺术
07121602击中国书法丈232322V1艺术
07121603女中国书法理论丈232324*8V1艺术
07121604古又宇基础232324*81艺术
07121605书法美学232324*81艺术
07121606国学基础232324*8V2艺术
07121607历代画论选读116162*82艺术

刁玉T十1524019248

专业主
干课

07121608夫篆书临摹与创作34824244*122艺术

07121609夫隶书临摹与创作23224244*82艺术
07121610夫楷书临摹与创作34824244*122艺术
07121611支行书临基与创作34824244*123艺术

07121612夫草书临摹与创作34824244*123艺术

07121613夫篆刻基础与创作34824244*124艺术
07121614书法形式构成23216164*84艺术
07121615女中国画基础46432324*164艺术
07121616诗词题跋116882*8V5艺术
07121617书法教学方法23216164*86艺术
07121618女书法创作696726*16V6艺术

刁卜T十32512216288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模

块

狮

懈

牌

泼

07121619平面构成23216164*83艺术
07121620书画装辕23216164*83艺术
07121621书画鉴定23216164*83艺术
07121622多媒体交互设计23216164*84艺术
07121623摄影基础23216164*84艺术
07121624又创设计23216164*84艺术

07121615拓片拓本制作23216164*85艺术
07121626古代又论23216164*8V5艺术

07121627艺术批评与写作23216164*875艺术

07121628碑帖鉴赏23216164*85艺术

07121629书画比较23216164*86艺术

07121630又学批评23216164*876 | 艺术
07121631西万又论23216164*86艺术
07121632中国美术简史23216164*8V7艺术
07121633动画制作(FLASH23216164*87艺术
07121634艺术概论23216164*877艺术
07121635当代艺术导论116882*87艺术

'M+21336168168

合计681088576504

集中必修集中实践课程模块2929$29



备注:

丘考核方式划"V"为考试，其他为考查;标"女"的课程为专业核心课程。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社会实践战学时爪形势与政策@

安排专家讲堂和课堂专题讲座。

吱@体育I/II/III/IV @课程中达标测试16学时(l-4学期每学期4学时)。

4·新生入学起第一学年进行入学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大学，适应大学生活，了解所学专

业及课程设置，实现角色转换，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树立学习目标，为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做好思想和心理准备，由学生工作部及各学院在新生入学时组织实施。

5·学校统一开设信息技术类进修课程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修课程，各专业可以根据需要自

行要求学生选修。

包@军事理论教育@和《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生命安全教育@两门课程由学生工作部开课，采

用线上课程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教学。

7·@大学基础英语A/B@课程依据学生入学时的关语高考成绩采用分级教学，成绩较高的学

生学习《大学基础英语A况共余学生学习《大学基础英语B》。

co

实践
教学
平台

周

创新
创业
教育
平台

选修

11118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
116161创新

11118002大学生就业指导116167创新
11118003创业基础23216164创新

合计4644816

第二
课堂

教育

平台

思想成长与身心发展模块6
第二课堂教育学分认定与管理，按学
校有关规定执行，纳入毕业资格审

核，不计入总学分。

学工
创新创业实践模块2

职业技能提升模块2

素质拓展模块2

合计12

总计150

2036

+29

M

128
744

+29

M



十一、实践教学安排

备注:为培养学生工匠精神，提高非工科类学生的工科素质和能力，非工科

类专业要开设媳工程认知实习》课程，由工程训练中心及各学院在旺7学期安排

实施，具体开课学期由各专业自定。

宁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项目内容

学时/
周数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注

课内

实验

实践
教学

/通识教育平台所含实践教学2249/

/专业教育平台所含实践教学50432/

川卜十十72841

纠

娥

群

21119001军事训练2周21学工

16117001工程认知实习@周17工程

07121636
书法遗址考察2周21艺术

07121637社会调查2周27艺术

07121638毕业创作6周67艺术

07121639毕业实习4周48艺术

07121640毕业论夫12$128艺术

刁@十十29$29

创新
创业
教育

实践

1614

合计
744+2

9^
70



5·教师及课程基本青况表

5·l"专业核心课程表

5·2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5·3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课程名称课程盖学时课程周学时拟授课教师授课学期
中国书法史322王民德1

书法创作966*x京6

中国画基础644宋卫国4

篆书临摹与创作483梅跃辉2

隶书临摹与创作483董存健2

楷书临摹与创作483朱文京2

行书临摹与创作483吴宗阳3

草书临摹与创作483梁文域3

篆刻基础与创作483张一帆4

中国书法理论史322王民德1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拟授课程专曲梦肇显圣镶囊显「显糜显拳沼
研究领域专职/兼职

气蠢
男1963-lo

中国徽扩国书
教授
嫌

美术学十学士书法专职

*x
男1964-08

书法创驾勘茬书临摹
教授郑州大学文学学士书法专职

暂
男1972-05中国画絮、书画比

副教授
"

艺术学硕士书画比较专职

臂
男1979-01中国美术简史副教授山魏术美术学硕士美术央专职

翌
女1977-07书法美学讲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博士美学专职

邹萍女1987-11书画鉴定讲师
絮铲

国画硕士中国画专职

帮
女1981-09古文字基费、诗词提

讲师
首夥范汲孽义

硕士
亮磊""专职

殷兵*1980-04艺术批评与写作讲师
华荣缨范

文艺学硕士中期统专职

高飞女1990-05国学基础讲师
吴曼了塑

哲学硕士中巍统专职

吞舒
男1992-02行书临事与创作助教

朋
美术学硕士书法专职

暂
男1991-05隶书楷书临摹与创作助教渤海大学美术学硕士书法专职

陌男1993-01篆刻基础与创作助教
撇

美术学硕士书法专职

繁
男1983-02篆书临摹与创作副教授

，
美术学博士书法兼职

霄
男1971-11草书临摹与创作副教授

腮
美木学博士书法兼职

主任教师总数12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2比例14. 29%



仗，·竹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合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6比例42. 86%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13比例92. 86%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4比例28. 57%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5比例35. 71%

36-55岁教师数8比例57.14%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2·12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lo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14



包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

姓名王民德性别男专业繁术职教授行政职务系主任

鞠中国书法史翻戴铲论史、书现在锋在单青岛黄海学院

最后学霖毕孝盟间、学
2014年6月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艺术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冤方向美术学书法创作方向

瞥奉努药霉裹罕襄嚣爷
薯董攻孽冒掇晕冒暑i釜羞蔓并吁妄查蓬叁屠茬重案厂二纤2010士;004芋喜麦

从事科学繁及获奖情

二F阜宦锤亏亏亏亏三号「王亏亏二士亏哇厂二i二三日i云散*二二二

"

lo
赘帚芽茬罕

5

，蛰糖墓舒轰挥晃酣、中国书法

it(A^)
20

姓名朱文京十生另廿男
专业繁术职

教授行政职务系主任

皆鞠书法创作、楷书临摹与创作现在挂在单青岛黄海学院

最后学镶毕凿盟问、学1%5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大系，获木科学历及文学学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书法艺术创作及理论研究

瞥摹努裹霉函罕襄嚣爹

鼓翼翼矗仁苦锰娃翼基篆致篷嚣;综釜



@@"

从事科学黎及获奖情

5. ..宜二9954 吞寺9954 934 工序号三僵投亏五号亏亏亏干亏誓9994童三

"

lo
赘司芽荤绎

5

"疆透墅蠢蠢广二嚣创作，行书

it(A^)
16

姓名宋卫国，性另!男专业繁术职副教授行政职务

"

茁鞠中国画基础、硼较、历代画论现在翟在单
青岛黄海学院

取后学霖毕擞间、学
2014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硕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美木学中国画创作方向
瞥莽筹垦爸篷奔襄嚣奉

赘革畜萧莱画技法解析》2009午，四川美术出版社

从事科学繁及获奖情

援拄衰二;年手蠢亏二仁其云散于二;;:

"

5
赘(芽菱罕

3

"蠢透墅蠢蠢广冕嚣、历代画论

it(A^)
24



7·教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鳖葱裙存戈肄尧赛设
62
暴授霍铰墓叩擎挚援窒

146 (^/^)

开办经费及来源本专业开办经费200万元主要来源为学校自筹和社会力量捐赠

生均年蕾素晃产运行文
1524

)爷瞎翌赛誊稗登岔，
6

教学条了遥翌划及保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型号规格数屉购入时间设备价值(千元)

手绘屏wacom-DTH-220022016^36

台式电脑VeritonD630D103020164259

投影机^yg,/VPL-EX45322017^45

激光打印机^#1025nw12018^2.28

多媒体控制台宏若台式电脑
@200托7o村000

22018^60

数码相机机身/E.^ID9012018^-13

数码相机机身尼康D8012018^14

牛竞头尼康70-200M12018#-12.9

镜头尼康吓田5汕12018^7.1

闪光灯^&^SB-60012018^2.4

闪光灯^MSB-90012018^2.6

手绘透在46*60302019^6

手牲板WACOM302019^120

便携式投影仪Robot GO X922020#-3.84

数位屏手绘屏一体机^iPR016lo2020#-26.4

数位子公板H950302020^8.4

高清高亮投影仪^^^CB-2155W12020^9.48

手绘屏wacom-DTH-220022016^-36

么式电脑#VeritonD630D10020164259



投影机*^,/VPL-EX45322017#-45

激光寸丁ep机惠普1025nw12018#-2.28

多媒体控制台宏若台式电脑
@200托70村000

22018^60

数码相机机身/D9012018^-13

数码相机机身尼康D8012018^14

镜头尼康70-200揣12018^12.9

镜头尼康16-35M揣12018^7.1

闪光灯^^SB-60012018^2.4

闪光灯^^*SB-90012018^2.6

手绘透台46*60302019^6

手绘板WACOM302019^120

便携式投影仪Robot GO X922020^3.84

数位屏手绘屏一休机绘王照0吓lo2020^-26.4

数位手绘板JH950302020^8.4

高清高亮投影仪S#^CB-2155W12020^9.48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迅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口是口否

6月9日，青岛黄捡学院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召开评议会议，专家组听取了书法学负责

人的的汇报，主要包括申报理由·人才需求预测、专业筹建、娃设规划、人才培养方案、

支撑保障条件等·在审查申报材料的基础上·专家组进行了质询，经讨论形成以下意见:

当前基础教裔和文化产业需要大量的书法学专业人才·而现有书法学专业人才无法满

足社会需求·培竹局素同书法学专业人才成为函待解决的司题。我仅适时设置书法学专业

符合学校的专业田展足皮，符合山东省大力发展教育又化产业需要·填补青岛市高校书法

学本科专业的空白，将为青岛地区培养一批能够从芋书法教育、文化创忠、艺术品经营的

应用型人才。

眨专业大厂培养巨标定位准确，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合理，课程设置和课程体系突出应

用性和实践性。核专业师资队伍数量充足，教师队伍的学历、职称，学缘结构合理，能够

满足教学要求@所在学院建有书法与国学、绘画与现代艺术教学团队·建有6个专业画室

组建了。绘画语言解析""书画综合材料"2个科研团队·学院实验、科研设备完善·校

外拥有6个实训基地、农内@个实训基地。学校博物馆现有文物藏品3000多件·以文房、画

像砖、书画、拓片作为王要收藏方向，为书宏学专业格搜起敢为便利与直观的实践教学平

台。学校为开设币法学专业提供了良好的硬件基础。

专业建设规刮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切实可行。

经评议，专军组一致同意学校增设书法学本科专业。

似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口是□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备件是否

符合教学质廿国家标准

教师阳伍回是□否

实践条件回是口否

经费保悼口是口否

絮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