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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教指委[2020]19号 

 

 

关于入选“全国艺术硕士研究生优秀毕业成果” 

暨“以美育人，以艺育才——全国艺术硕士培养院校 

教学成果云展演活动”的表彰通告 
 

各培养单位： 

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

委”）于 2019年 3月开展了“全国艺术硕士研究生优秀毕业成果”

评选工作。各培养单位积极推荐，秘书处共收到 109 个单位推荐

的 611项毕业成果，其中，音乐领域 113 项，戏剧领域 27项，戏

曲领域 11项，电影领域 17项，广播电视领域 59项，舞蹈领域 26

项，美术领域 147 项，艺术设计领域 211 项。经教指委评选，现

将入选优秀毕业成果名单通告各单位（见附件 1）。 

今年是我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设置 15 周年，教指委在“中国

艺术硕士网”开展了“以美育人，以艺育才——全国艺术硕士培养

院校教学成果云展演活动”，活动内容即为教指委评选出的“全国

艺术硕士优秀毕业成果”。同时，在第二届中央音乐学院 5.23 艺

术节期间，中央文明办三局、教育部体卫艺司等部门主办了“美育

云端课堂”系列活动，教指委受邀组织了“以美育人，以艺育才”

——优秀作品网络展播。优秀作品网络展播的内容节选了教指委

评选的“以美育人，以艺育才——全国艺术硕士培养院校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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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展演活动”的部分作品。本次系列活动由“学习强国”平台、新

华社客户端、人民网、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中国文

明网、延安市融媒体中心等媒体通过云展示方式呈现给全国人民，

点击收看上亿人次，较好地宣传了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情况。教

指委将为入选全国艺术硕士研究生优秀毕业成果暨“以美育人，以

艺育才——全国艺术硕士培养院校教学成果云展演活动”的院校

颁发证书以示表彰。 

联系人：刘德坤 010-66411887,15201411011。 

 

附件： 

1.全国艺术硕士研究生优秀毕业成果暨“以美育人，以艺育才

——全国艺术硕士培养院校教学成果云展演活动”入选名单 

2.感谢信 

 

 

 

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20年 11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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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全国艺术硕士研究生优秀毕业成果暨“以美育人，以艺育

才——全国艺术硕士培养院校教学成果云展演活动”入选名单 

（一）音乐领域 

1 东北师范大学 尚春来* 黄河 

2 广西艺术学院 邱筱涵 曾诚 

3 广西艺术学院 韦林贝 龚小平 

4 贵州民族大学 陶兴海 韦祖雄 

5 贵州民族大学 刘涛 李辉 

6 河北师范大学 杨策 马磊 

7 河南大学 郑慧娟 韩梅 

8 河南大学 尚德增 韩梅 

9 湖北师范大学 李洋* 李海萌 

10 湖北师范大学 纪可 胡满春 

11 华东师范大学 任萌* 张玎苑 

12 吉林艺术学院 尚子明 孙大峰 

13 辽宁师范大学 谭锡雯* 侯蕾 

14 南京艺术学院 臧妍 谢琨 

15 山东艺术学院 王秋懿 王瑶 

16 山东艺术学院 闫朕* 王瑶 

17 陕西师范大学 姜慧* 王鹤 

18 上海音乐学院 徐晓燕* 方琼、武文华 

19 上海音乐学院 王婉佳* 鞠秀芳、黄白 

20 上海音乐学院 陈家坡 方琼 

21 上海音乐学院 田博阳 俞丽拿、陈鸿铎 

22 上海音乐学院 范临风* 唐俊乔、郭树荟 

23 沈阳音乐学院 伊鸿远* 刘辉 

24 四川音乐学院 史倩 谭学胜 

25 四川音乐学院 石磊 易加义 

26 四川音乐学院 范弘硕 姚奇 

27 苏州大学 王子烨 Valentin Lanzrein 

28 苏州大学 孙阅博 马晓婷 

29 天津师范大学 王烁 杨海源 

30 天津音乐学院 张岩 毛慧 

31 天津音乐学院 苏媚 赵振岭 

32 武汉音乐学院 曹灿* 田园、罗毅 

33 武汉音乐学院 曹皓宇 高雁、孙晓辉 

34 西安音乐学院 赵逊* 刘宽忍 

35 西安音乐学院 郭龙 周玲 

36 西安音乐学院 魏月明 魏军 

37 西南大学 薛叶丹 郑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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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星海音乐学院 王捷宇 严琦、祁斌斌 

39 星海音乐学院 张文沁 王少明、杨岩 

40 星海音乐学院 洪振翔* 陈晓、张卓 

41 浙江音乐学院 张家蕾 朱楣 

42 浙江音乐学院 韩慧慧* 杜如松 

43 中国音乐学院 龚爽 马秋华 

44 中国音乐学院 黄训国 王士魁 

45 中国音乐学院 刘宇 张尊连 

46 中央民族大学 周文涛 韩昌梅 

47 中央戏剧学院 王帅 刘红梅 

48 中央音乐学院 王传越* 马洪海 

49 中央音乐学院 许笑男 曹晓青 

50 中央音乐学院 尹飞 王建华 

51 中央音乐学院 党华莉* 童卫东 

52 中央音乐学院 鹿尧* 吴迎 

 

（二）戏剧领域 

序号 推荐单位 毕业生姓名 导师姓名 

1 上海戏剧学院 李璐 何雁 

2 上海戏剧学院 翁国生 卢昂 

3 上海戏剧学院 杨佳绎 陆军 

4 武汉大学 琪布日哈斯、吴鹰、罗亚棣 刘丹丽、韩一丽 

5 中央戏剧学院 马一鸣 陈刚 

6 中央戏剧学院 依克桑·塔伊尔 郝戎 

7 中央戏剧学院 马彦伟* 廖向红 

 

（三）戏曲领域 

序号 推荐单位 毕业生姓名 导师姓名 

1 河南大学 刘紫檀* 王爱琴 

2 山东艺术学院 刘絮* 李强 

3 上海戏剧学院 周杰俊* 李莎 

4 上海戏剧学院 杨崑* 田蔓莎 

5 中国戏曲学院 肖笑波* 苏东花 

6 中国戏曲学院 饶骞 冉常建 

7 中国戏曲学院 贾磊* 于少非 

8 中央戏剧学院 李卢 郭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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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影领域 

序号 推荐单位 毕业生姓名 导师姓名 

1 北京电影学院 阿尔斯别克·努汉 李剑平、韩笑 

2 北京电影学院 折瑞涛* 李剑平 

3 北京电影学院 杨雨豪 王瑞 

4 北京电影学院 刘鸣山 李伟 

5 云南艺术学院 马玲芝 王智 

 

（五）广播电视领域 

序号 推荐单位 毕业生姓名 导师姓名 

1 北华大学 任星燃* 唐海龙 

2 北京电影学院 彭早早 杨庆生、刘笑微 

3 北京电影学院 王昱茗* 宿志刚、陈建 

4 北京师范大学 赵晓宇、李艳杰 田卉群 

5 北京师范大学 刘莹* 周星 

6 重庆师范大学 汤雪灏 郭庆 

7 重庆师范大学 尹瑜* 余季波 

8 重庆邮电大学 邹捷 林咏 

9 重庆邮电大学 潘志伟* 夏光富 

10 东北师范大学 黄莎莎 史册 

11 东北师范大学 王滢* 王丽 

12 福建师范大学 梁良 林焱 

13 福建师范大学 李琦* 叶勤 

14 广西艺术学院 陈宇翔* 张兴动 

15 广西艺术学院 周阳 张兴动 

16 广西艺术学院 弓丽娜 汤晓山 

17 广州大学 吴偲* 王艺 

18 河北传媒学院 李超 王敏 

19 河北大学 张文静 刘福泉 

20 河北大学 安璐 耿小博 

21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何杰* 章颖 

22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甘婷 李云凤 

23 昆明理工大学 康乐 王勇 

24 昆明理工大学 陈浩* 叶非 

25 昆明理工大学 吴雨泽 覃信刚 

26 辽宁师范大学 尤越* 石竹青 

27 辽宁师范大学 杨柏* 孟庆波 

28 辽宁师范大学 郭梦涵* 孙媛 

29 曲阜师范大学 陈旗* 赵晓春 

30 山东师范大学 马红娟 李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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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山东艺术学院 邓龙舸* 王宏昆 

32 陕西师范大学 侯鑫* 程郁儒 

33 陕西师范大学 孙沛达 马聪敏 

34 上海戏剧学院 戴轶飞* 方虹 

35 上海戏剧学院 黄理丽 胡雪桦 

36 上海戏剧学院 路之遥 侯咏 

37 四川美术学院 齐敏达 唐愚程 

38 西安工程大学 季新凯* 马云 

39 信阳师范学院 贾志华* 周强、孟祥笑 

40 信阳师范学院 庄梦迪* 李文英 

41 扬州大学 付磊* 张浩、徐向明 

42 扬州大学 王旭东* 武新宏、陈征宇 

43 浙江师范大学 郭栋梁 景秀明 

 

（六）舞蹈领域 

序号 推荐单位 毕业生姓名 导师姓名 

1 北京师范大学 曹晨霄 肖向荣 

2 北京舞蹈学院 欧阳吉芮* 田露 

3 北京舞蹈学院 黄伟 王伟 

4 北京舞蹈学院 江雯雯 邓一江 

5 北京舞蹈学院 黄佳园 邓一江 

6 北京舞蹈学院 宋欣欣 肖苏华、王玫 

7 北京舞蹈学院 周孟影 田露 

8 东北师范大学 尹昊 谢飞 

9 福建师范大学 邓璐 黄明珠 

10 广州大学 周艳芮 佟树声 

11 吉首大学 张榴* 李开沛、胡明珠 

12 上海戏剧学院 李丹 凌桂明 

13 上海戏剧学院 李源 李海霞 

14 上海戏剧学院 郁芳苓 朱美丽 

15 首都师范大学 靳巾翰* 田培培 

16 西北民族大学 张锦江 李琦 

17 延边大学 卞艺儒 向开明 

18 云南艺术学院 李亭峤* 徐梅 

19 中国戏曲学院 杨悦婷 李丽宏 

20 中央民族大学 楚珺 马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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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术领域 

1 安徽大学 郭晗* 刘立冬 

2 东北师范大学 王宪儒* 朴承浩 

3 东北师范大学 孙荣凯* 张庆平 

4 东华大学 徐增英* 冯信群 

5 东华大学 刘文良* 冯信群 

6 福建师范大学 张永海* 张明超 

7 广西艺术学院 潘新权* 谢森 

8 广西艺术学院 康凯* 伍小东 

9 广西艺术学院 王欣瑶* 柒万里 

10 广西艺术学院 张佳伟* 石向东 

11 广州大学 郭楠* 王丹 

12 广州美术学院 李雄* 杨学军 

13 广州美术学院 陆欣伟 雷淑娟 

14 广州美术学院 张援* 吴慧平 

15 广州美术学院 姚楚升* 周湧 

16 哈尔滨师范大学 薛明明* 孟宪德 

17 哈尔滨师范大学 田楠楠* 孟宪德 

18 杭州师范大学 金叶* 方爱龙 

19 杭州师范大学 张婕* 王中焰 

20 河北大学 李少伟* 明镜 

21 河北大学 郝峥* 刘宗超 

22 河北科技大学 张萌* 高俊峰 

23 河北师范大学 刘思聪* 任剑 

24 河北师范大学 刘通* 崔强 

25 河南师范大学 邵峰* 郑胜利 

26 湖北大学 陈志强* 谭崇正 

27 湖北大学 张春海* 谭崇正 

28 湖北美术学院 范菁* 仇修 

29 湖北美术学院 张凌瑞* 张广慧 

30 吉林艺术学院 孙鹏* 王迪 

31 景德镇陶瓷大学 张佳佳* 柯和根 

32 昆明理工大学 吴穷* 赵刚 

33 辽宁师范大学 何艳* 齐俊生 

34 鲁迅美术学院 梁昊鹏* 宫立龙、牟达器 

35 内蒙古艺术学院 陶新然* 阿斯巴根 

36 内蒙古艺术学院 施旖旎* 陈铁梅 

37 内蒙古艺术学院 吴建军* 吴建军 

38 齐鲁工业大学 项堃* 靳浩 

39 齐鲁工业大学 张娅楠* 刘木森 

40 清华大学 张薇* 金纳 

41 清华大学 王宣喻* 蒋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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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宋芙宁* 雷家民 

43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赵伟* 于新生 

44 山西大学 杨潇雅 武晓梅 

45 山西大学 李洁* 郭 菲 

46 山西大学 樊炳佚* 王力军 

47 上海大学 贾玉飞* 周国斌 

48 上海大学 沈赪* 贾阿忠 

49 上海戏剧学院 杨福运* 李前 

50 首都师范大学 张洁* 孙志钧 

51 首都师范大学 薛铭* 刘孔喜 

52 首都师范大学 王学岭* 张同印 

53 首都师范大学 杜纶渭* 宗成振 

54 四川美术学院 王心笛* 李强 

55 四川美术学院 冯影* 徐光福 

56 四川轻化工大学 杨颖* 邓军、曾鸣 

57 四川轻化工大学 唐棠* 徐祥麟、李开能 

58 太原理工大学 王雅坤* 田保福、张宏 

59 天津师范大学 李怡萱* 齐宝成 

60 西安美术学院 陈聪凯 王保安 

61 西安美术学院 周瑞* 王志刚 

62 西安美术学院 岳楷杰* 许欲晓 

63 西安美术学院 周瑞* 王志刚 

64 西北民族大学 廖魁* 侯旭东 

65 信阳师范学院 苏畅* 潘静 

66 扬州大学 刘星星* 吴越滨 

67 扬州大学 陈杰* 李玫 

68 扬州大学 陶磊* 周明扬 

69 云南师范大学 赵利江* 戴杰 

70 云南艺术学院 李斌* 郭浩 

71 云南艺术学院 钟兵* 廖开 

72 浙江师范大学 韩斌 邱兴雄 

73 浙江师范大学 陈国辉 文艺 

74 中国美术学院 李明键* 林海钟 

75 中国美术学院 王家豪 
邬大勇、 崔晓冬、常青、

封治国 

76 中国美术学院 武希文* 班陵生 

77 中国美术学院 冯逾 翁震宇、李梅 

78 中央美术学院 戴裕洲* 徐海 

79 中央民族大学 胡扬 买莘民、高润喜、王国能 

80 中央民族大学 杜如雪 买莘民、高润喜、王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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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艺术设计领域 

序号 推荐单位 毕业生姓名 导师姓名 

1 北京电影学院 杨顺建* 刘跃军、胡国钰 

2 北京电影学院 仲美静* 陈廖宇、黄颖 

3 大连工业大学 田旭* 黄磊昌 

4 大连工业大学 杨玉洁 潘力 

5 大连工业大学 孟佳艳* 任文东 

6 东北师范大学 唐胜男 高岩 

7 东华大学 包懿乐* 俞英 

8 东华大学 魏三峡* 林峰 

9 东华大学 刘蕾 刘晨澍 

10 福建师范大学 马丽升 翁炳峰 

11 福建师范大学 廖雨晴 方泽明 

12 广西艺术学院 陈华小 邓玉萍 

13 广西艺术学院 韦咏芳* 陶雄军 

14 广州大学 区文卉* 詹武 

15 广州大学 冯达伟* 詹武 

16 广州美术学院 吴辰博* 谭红宇 

17 广州美术学院 冯毅智* 王季华 

18 广州美术学院 梁建航* 童慧明 

19 杭州师范大学 郑晓微* 江崖 

20 杭州师范大学 应宇恒* 龚旭萍 

21 杭州师范大学 茅慧慧* 俞爱芳 

22 合肥工业大学 韩茹* 李学斌 

23 合肥工业大学 耿大明* 陈新生 

24 合肥工业大学 吴锐* 陈宇飞 

25 河北大学 陈泽宇* 李彦彬 

26 河北大学 程辉 杨文会 

27 河北师范大学 王乾* 车晓光 

28 河北师范大学 张涛* 张爱民 

29 湖北美术学院 侯海涛* 李梁军 

30 湖北美术学院 刘怡婧 李海兵 

31 湖北美术学院 周鑫 张朴 

32 吉林艺术学院 周磊 金巍 

33 吉林艺术学院 刘家润* 刘绍勇 

34 江南大学 卫炳麟* 曹鸣 

35 江南大学 吴向佳* 史明 

36 景德镇陶瓷大学 胡辉* 张亚林 

37 景德镇陶瓷大学 赖艺璇* 吕金泉 

38 昆明理工大学 吴臣凤* 李晶源 

39 昆明理工大学 钱程 苏箐 

40 昆明理工大学 廖和媛* 王坤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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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辽宁师范大学 张萌莎* 吴东 

42 鲁迅美术学院 李雪松* 杜海滨 

43 鲁迅美术学院 陈江波* 杜海滨、孙兵 

44 鲁迅美术学院 孙晓宇 惠淑琴 

45 南京艺术学院 王欣* 陆斌 

46 齐鲁工业大学 王珏 杨永庆 

47 齐鲁工业大学 刘鑫* 王东辉 

48 齐鲁工业大学 王业兴* 李西运 

49 清华大学 王雅坤 鲁晓波 

50 清华大学 杨苗* 何洁 

51 清华大学 韩序 李莉婷 

52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陶欣* 孙大刚 

53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吴国强 潘鲁生 

54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张文鹏* 李文华 

55 山东建筑大学 徐芸* 陈华新 

56 山东建筑大学 李一* 薛娟 

57 山东建筑大学 张玉玉 薛娟 

58 山东师范大学 张国铮* 高峻 

59 山东艺术学院 王翠捷* 远宏 

60 山东艺术学院 马寒梅* 杨海 

61 山西大学 郭士萌* 王怀宇 

62 山西大学 丁琳* 王亚竹 

63 陕西师范大学 金炜鑫* 杜蜀秦 

64 陕西师范大学 丁玎 杨虹 

65 陕西师范大学 张愚* 杜蜀秦 

66 上海大学 孙恩娜* 陈青 

67 上海大学 李房伟* 郭新 

68 上海大学 龙彦希* 陈志刚 

69 首都师范大学 孙岩* 张彪 

70 首都师范大学 李舒凡* 张亚丽 

71 四川美术学院 杨承颖* 段胜峰 

72 四川美术学院 于莹 苏永刚 

73 四川美术学院 蒋苑如* 曾敏 

74 四川师范大学 陈润东* 于宁 

75 四川音乐学院 刘乐* 唐毅 

76 四川音乐学院 柴晓钟 田勇 

77 四川音乐学院 陈曦* 田勇 

78 苏州大学 周家书 卢朗 

79 天津科技大学 马志宏 王洪阁 

8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傅泽方* 蔺宝钢 

8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杨帆* 王葆华 

82 西安美术学院 井培瑶 朱尽晖 

83 西安美术学院 郑海旭 王檬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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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西安美术学院 蒋远东* 郭线庐 

85 西北民族大学 韩立琨 张少泉 

86 西北民族大学 甘永甜* 姚静萍 

87 西南交通大学 卜柳茹* 董石羽 

88 西南交通大学 何少豪* 李芳宇 

89 西南交通大学 李桃* 支锦亦 

90 延边大学 方益 崔向日 

91 云南艺术学院 任鹏飞 苏云虎 

92 云南艺术学院 杨琦* 万凡 

93 云南艺术学院 李论* 杨柳 

94 郑州轻工业大学 付雅楠* 曹阳 

95 郑州轻工业大学 戴问源* 宗迅 

9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赵莉莉 桂宇晖 

97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李文钰* 廖启鹏 

98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马义涛* 方浩 

99 中国美术学院 王小雅* 王昀 

100 中国美术学院 陈璐 王昀 

101 中国美术学院 张倩雅 吴海燕、陶音、姜图图 

102 中南大学 高嘉诗* 萧沁 

103 中南大学 武昭君* 孙湘明 

104 中央美术学院 安静* 宋协伟 

105 中央美术学院 丛纬天* 宋协伟 

106 中央美术学院 苗雨* 杨忠 

注：标“*”的毕业成果同时入选了“以美育人，以艺育才”——优秀作品网络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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