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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官网：http://art.nuc.edu.cn/#tips

招生专业：音乐学

（本科学制四年计划招生人数 50）

音乐学专业为适应社会发展与学科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相关的音乐理论素养、较为系

统的专业知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综合性艺术人才。音乐学专业要求系统掌握音乐学基

础理论、音乐教育教学的相应能力、音乐科技基本技能，具有多种学科方向的学术研究潜质。

该专业是音乐与舞蹈学科中就业范围最广泛的专业之一，可在文艺团体、教育机构、科研院

所、文化部门、传媒行业等从事音乐研究、教育、创作、编辑、策划和管理等与本专业相关

的各类工作，也可进一步攻读与本专业相关的硕士学位。

毕业生就业：近年来，本专业学生保研或考研升学率保持在 18%以上，初次就业率达 92%

以上。其培养的历届毕业生因基础知识扎实，综合素质高、适应能力强等优点，受到众多用

人单位的广泛好评。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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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学生：

专业咨询教师：范晓荣 联系电话：0351-3921089

招生专业：音乐表演

（本科学制四年计划招生人数 50）

音乐表演专业重点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深厚的音乐底蕴、扎实的音乐专业理论

知识、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具有较强的音乐综合技能、多层次知识结构、多元文化素养，

以及富有创新精神和责任感的复合型音乐人才。本专业有声乐演唱、键盘、民族器乐、西洋

管弦器乐演奏以及指挥等不同专业方向划分。学生主要学习掌握其相应专业方向所规定的音

乐表演方面的基本能力、基本理论、专业技巧和舞台实践，同时在学习中接受严格的音乐科

学思维训练，逐渐掌握扎实的音乐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本专业毕业生可在文艺团体、教育

系统、文艺研究单位等部门从事音乐表演、音乐教育与研究等方面工作。

毕业生就业：近年来，本专业学生保研或考研升学率保持在 17%以上，初次就业率达 90%

以上。历届毕业生以专业技能娴熟、基础理论知识丰富扎实，且适应能力强等优点受到社会

各界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

覃磊，2014 级音乐学专业 14120242 班学生，考取八大

音乐学院之一的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师从田可文教授。

李翔明，2014 年 9 月-2018 年 7 月就读于中北大学艺术学

院 14120242 班，主修二胡，师从马小娟老师。2018 年考取

浙江音乐学院二胡演奏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梁伟副教授。

同年加入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及“忆江南”弦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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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学生

张斌，13120142 班音乐表演专业，师从冯亚琴老师。2017 年 7 月毕业，同年考入中央

民族歌舞团青年合唱团。任职至今随团先后参演了十九大晚会“壮丽航程”喜迎党的

十九大特别节目的录制；人民大会堂中央五部委茶话会等大小演出几十场！

中国军工文化艺术团赴各地军工类企业开展汇报演出

专业教师在山西大剧院演绎“永恒的旋律”声乐作品音乐会

寒泉室内乐团在山西大剧院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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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大学合唱团“感恩的心”合唱音乐会在山西大剧院演出

中北大学合唱团圆满完成 2019 年《合唱春晚》录制工作

专业咨询教师：范晓荣 联系电话：0351-3921089

招生专业：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艺术学学士学制四年计划招生人数 100）

视觉传达设计是指利用视觉符号来传递各种信息的设计，视觉传达是当代兴起的一个学

术概念，它包括平面设计、数字媒体设计、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等，它起着沟通企业—商品—

消费者桥梁的作用，设计作品融汇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精神文化领域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影响着人们的感情和观念。本专业重点培养能从事传统的平面设计、新媒介平台的相关视觉

传达设计以及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与开发领域，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领悟设计时尚潮流、领

先的审美判断、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设计思维、表达、沟通和管理技能，能从事设

计创新、推动专业发展、承担设计教育及相关研究工作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以及适应国家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多种需要的复合型应用人才。就业领域包括国家重点发展的设计产业相关领

域、专业设计机构、教育机构、文化艺术单位、广播影视及新兴媒体行业等。

毕业生就业：近年来，本专业学生保研或考研升学率保持在 15%以上，初次就业率达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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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历届毕业生因专业基础扎实、创新能力突出、业务水平熟练、团队协作精神强等特点，

受到社会各界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

本专业学生参加大广赛获得全国三等奖的设计作品

专业咨询老师：夏志丽联系电话:0351-3557266

就业学生介绍：舒鹏，13 级视觉传达 13120341 班毕

业生，现就职于网易游戏，担任游戏美术设计师一职，

年薪 28 万+。

升学学生介绍：孙倩男，13 级视觉传达毕业生，以专业第

一的成绩应届考取了 985、211 大学四川大学美术学院攻读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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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学子

加晓军，中共党员，中国平面设计师协会会员。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艺术设计系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师。

本科阶段就读于中北大学艺术学院 2011 级艺术设计专业，获学士学位。应届考取

广西艺术学院设计学院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研究方向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本科求学阶段曾担任中北大学艺术学院学生会副主席、班主任助理、校团委助理、

学习委员等学生职务，并获得国家奖学金、学业一等奖学金、范瑞生校友奖学金、

晋才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标兵、优秀毕业生等荣誉。专业

设计实践包括：中北大学艺术学院院徽设计；中北大学 75 周年校庆标志设计；山

西省管乐协会会徽设计；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标志设计；广西艺术学院第

21届校园文化艺术节平面类一等奖；《中国创意设计年鉴 2016-2017》金奖；2016

绿城大学生创意设计大赛最佳创意奖等。

牛志明，中北大学艺术学院 12 级本科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辅修第二专业国际经

济与贸易。毕业时保送至深圳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二时放弃深圳大学硕士学位，

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135100 艺术学科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在

深圳无人机公司设计的作品以及深圳南方电网设计的作品都已经落地生产。

王帅，中国共产党员，山西省合唱协会理事，中北大学 2016 级艺术硕士（MFA）合

唱与指挥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燕平教授，2012 年考入中北大学，学习音乐学（声

乐专业），师从马新媛老师，在校期间多次获“综合素质一等奖学金”、“国家励

志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2016 年获山西省第六届“雏菊杯”

声乐大赛大学组一等奖。2016 年 6 月获推免资格，保送至本校继续攻读硕士。

研究生期间发表国家核心类期刊论文 1 篇，省级论文 2 篇，获技能证书 3 项，获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学业特等奖学金”、“综合素质一等奖学金”、“优秀学

生干部”、“优秀毕业生”等荣誉称号，在导师的指导下，组织策划省级活动 5

次，参与国家、省部级科学研究课题 4项，举办专业学术音乐会 16场，参与本专

业社会实践类音乐会、合唱比赛 60 余场，2018 年 12 月指挥中北大学合唱团在中

央电视台（CCTV1、CCTV3、CCTV15）参加“合唱春晚”、“合唱先锋”节目。2019

年 6 月在山西大剧院举办“感恩的心”合唱专场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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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赢心，14120241 班音乐学专业，师从马小娟老师。2018 年 7 月毕业，考取日本

鹿儿岛大学音乐教育学部，学习音乐教育专业 。

李莹，中共党员，艺术学院 2013 级视觉传达专业 13120342 班学生，现保送至华东

师范大学艺术设计专业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中北大学第六届校长奖章获得者。在校

期间于 2016 年 7 月参加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荣获全国一等奖。曾多次获得国

家励志奖学金，校一等综合素质奖学金、唯品会助学金等；还获得校级三好学生、

级优秀团员等荣誉称号。

关凯元，中共党员，艺术学院 2014 级产品设计专业 14120541 班学生，现保送至北

京工业大学工业设计工程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中北大学第七届校长奖章获得者。

在校期间担任班长、校学生社团联合会主席兼团工委副书记、校学生会副主席、班

主任助理、学生科助理、党支部支委等职务。本科期间曾荣获优秀学生干部、优秀

团干、优秀党员、学生干部奖章、国家奖学金，校级特等奖学金、一等奖学金、校

友奖学金等多项荣誉及奖励。2016年 1月获得国际大学生雪雕大赛一等奖及最佳创

意奖。

学院概况

中北大学艺术学院现设有音乐学、音乐表演、视觉传达设计 3个专业和艺术学理论一级

学科硕士点、艺术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与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进行“艺工融合”，设立“信

息艺术与技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现有本科生 808人，硕士研究生 177人。学院教学建筑面积

2800平米，设有条件完善的多功能音乐排练厅、音乐制作与试听实验室、教学实践音乐厅、

数码钢琴教室、基础设计教研室、专业教研室、摄影工作室、模型制作工作室、计算机虚拟

造型实验室、陶艺制作工作室、CAI实验中心、数字媒体实验室和图书资料室等。

艺术学院本着“艺工融合、特色发展”的办学理念，着重在“技能特色培养”方面下功

夫。设立了中国军工文化艺术团、中北大学艺术研究所、山西省非物质文化传承培训中心。

学院与海政文工团等 26家单位建立了艺术教学实践基地，长期致力于服务地方文化建设、与



8

地方特色相互支撑、相互影响的教育模式。学院以中国军工文化艺术团为依托，逐步形成了“前

院后团”的实践教学方式，设有“合唱艺术教学研究中心”、“管乐艺术教学研究中心”、“寒泉

民族室内乐团”、“长笛乐团”等艺术实践创新平台。设计专业采取工作室与企业实际相结合，

参与企业 50余项设计研发项目，申请获批造型专利 20余项，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为学生

提供就业平台。艺术学院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开拓进取、精诚团结、快出人才”的办学理念，

坚定地朝着“省内领先、国内知名”的目标迈进。

音乐制作与试听实验室

多功能音乐器乐排练厅 多功能音乐教学录播厅

基础设计教研室 数字媒体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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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

现有教师 66名，高级职称 7名，副教授 18名，获博士学位教师 13名，其中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 1人，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1人，“五一劳动奖章”2人，山西省宣传部“四个

一批”人才 2人。学院的师资队伍由毕业于欧美及国内著名艺术院校的专业教师、国内外著名

学者和企业家兼职教授共同组成，是一支有学术影响力和敬业精神的师资队伍。

科研成果

近五年来，学院教师在非物质文化研究、音乐科技研究、信息艺术与技术研究、艺术设

计产业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丰硕。主持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6项，分别是秧歌剧小戏《孟母三迁》、

儿童剧《太行花》、《晋派传承—山西砖雕艺术巡展》、《元杂剧数字微视频传播平台建设》、摄

影创作《乡约初心》、《山西古典家具艺术巡展》。主持其它省部级项目 30余项，各类服务于

区域社会与经济的横向科研项目 60余项，出版学术著作 20余种、出版教材 10余种、发表学

术论文 300余篇，其学术见解得到了业界和社会的广泛赞誉。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太行花》儿童剧演出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孟母三迁》秧歌剧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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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晋派传承》砖雕艺术作品展

学科竞赛

（一）中北大学“雅马哈亚洲音乐奖学金”

自 1988年开始，雅马哈奖学金由雅马哈音乐振兴会（YMF）在日本东京首次发起来，

至今已经超过 30年。雅马哈奖学金自 2000年开始在中国大陆设立以来，雅马哈公司连续 18

年在中国设立“雅马哈亚洲音乐奖学金”，该奖学金通过比赛的形式选拔出音乐专业并对这些

学生给予奖励。总计投入 800万人民币，同时还增设了“指导教师”奖项。

中北大学与雅马哈（中国）签订有关高校音乐类奖学金的协议

中北大学是“雅马哈亚洲音乐奖学金”在山西艺术类院校中选定的首家、也是唯一一家

合作院校。“雅马哈亚洲音乐奖学金”成功落户于中北大学，必将极大地促进山西省音乐学科

的建设水平，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音乐人才

由中北大学、雅马哈乐器音响（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主办，山西省钢琴学会、中北大学

科学技术研究院协办的 2018年雅马哈亚洲音乐奖学金启动仪式暨雅马哈艺术家爱德华·昆斯

独奏音乐会及大师班于 6月 14号至 15号在中北大学成功举行，此次音乐会以及学术交流活

动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听觉盛宴。

2019年 1月 2日，为期三天的中北大学首届“雅马哈亚洲音乐奖学金”大赛在艺术学院圆

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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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马哈亚洲音乐奖学金”启动仪式音乐会及大师班在中北大学成功举行

（二）山西省雏菊奖

中北大学艺术学院承办了山西省第四届、第五届“雏菊奖”大学生艺术大赛。

第四届“雏菊奖”大学生艺术大赛内容廊括了全省高校的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

法、语言类等项目。2015年我校在 6月 27日和 10月 17日、18日分别由艺术学院派专人负

责，全力协助主办方进行了本届大赛两个阶段其中的音乐、舞蹈与语言类项目的比赛。

2016 年 7月 2 日，由山西省教育厅、文化厅、山西演艺集团主办的山西省第五届“雏菊

奖”艺术大赛管弦、打击乐、声乐与合唱类第一阶段比赛在我校艺术学院音乐厅举行。

第五届“雏菊奖”大学生艺术大赛现场

《管乐合奏》“一等奖” 声乐组美声“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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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西“三晋之春”合唱比赛

山西“三晋之春”合唱比赛是由山西省文化厅、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总工会、山西广播

电视台、山西省合唱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合唱比赛，大赛自 2006年启动以来每年举办一届，

已经发展成为山西省一年一度的文化品牌赛事，被誉为“山西合唱文化名片”、“中国合唱品牌

赛事”。

2016年 5月 20日-22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三晋之春”合唱比赛在中北大学召开，本次合

唱比赛由山西省文化厅、山西省教育厅主办，山西省合唱协会、中北大学艺术学院、山西省

群众艺术馆、山西省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促进会、山西省女企业家协会等单位承办。来自的全

省的 61支优秀合唱团进入决赛。中北大学合唱团获得“春花奖”。

（四）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始于 2008年，每年一届，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文

科计算机基础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一项全国性学科竞赛。

山西省教育厅文件晋教高[2008]5号，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大学生学科竞赛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在《山西省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试行）》中“中国大学生计算

机设计大赛”已经定级为一级赛事。

我院承办了 2016年、2017年、2018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山西赛区总决赛。

李莹同学荣获第九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数字媒体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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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获奖

中北大学合唱团曾获国家大剧院 2008年首届世界民歌博览周“艺术成就奖”，教育部 2009

年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二等奖，代表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参加“第十四届 CCTV青年歌

手大奖赛”获“铜奖”等，并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及国内相关单位的演出活动，同时学生在美国、

澳大利、新加坡等国内外专业比赛中屡获嘉奖。设计类专业学生在第八届国际大学生雪雕大

赛中获一等奖，并获组委会特别嘉奖“最佳创意奖”；在 2016年中国大学生第九届计算机设计

大赛中获一等奖 1项，二等 5项，三等奖 12项；在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广告

艺术大赛中连续获得国家三等奖等其它各类奖项。

合唱团参加第十四届 CCTV 青年歌手大奖赛获铜奖

第八届大学生雪雕大赛荣获全国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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