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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丰台区副区长张婕带队到访学院
，围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重
要回信精神和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就进一步
强化地校合作有关事项与我院党委书记李必友，
党委副书记、院长尹晓东进行座谈。

          座谈会上，双方分别介绍了地校合作内容深
化情况，并进行交流研讨。张婕对学院积极参与
地区文化建设表示感谢。
          张婕说，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传承发展
戏曲文化指明了前进方向。她希望地校携手发挥
资源优势，主动融入首都发展大局，从戏曲文化

研究、挖掘展示、传播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加
大合作，围绕中国戏曲文化周、丽泽金融商务区
文化建设等工作深化对接，进一步推动戏曲文化
繁荣发展，服务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尹晓东谈到，戏曲肇始于宋金时期，金大都
遗址公园就在国戏校园西南侧，戏曲与丰台深厚
的缘分以及双方过往的合作都为强化地校合作奠
定了良好基础，学院愿与丰台区优势互补、相互
促进，共同推动丰台区及北京市文化建设。
          李必友表示，丰台区与学院一直保持合作，
给予了很多支持，学院对此表示感谢。学院正在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落实市委
、市政府部署要求，希望双方加强和深化长期合
作，突出重点，务求实效，完善机制，推动戏曲
艺术发展，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丰台区文旅局局长樊维、融媒体中心主任乔
晓鹏、北京汽车博物馆馆长杨蕊、丽泽管委副主
任关芳、文促中心副主任王珊、园博园运营公司
总经理胡振兴和学院副院长汪泽以及相关人员参
会。
                                 (来源：学院办公室  文：党院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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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下午，由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北京日报客户端北京号2020年度颁

奖典礼上，“中国戏曲学院”北京号从

150多家单位中脱颖而出，荣获“最具传

播力奖”。

本次奖项根据入驻单位内容发布、传

播推广及机构拓展等方面的综合业绩情

况，评选出年度最具影响力奖10个、年度

最具传播力奖16个、年度最具成长力奖24

个。

作为率先上线的高校北京号之一，

“中国戏曲学院”北京号在运营维护过程

中始终坚持“讲好国戏故事、传播国戏声

音”，选编学院官网、官微等各平台优质

内容，在北京号平台积极推广。截至2021

年3月30日，“中国戏曲学院”北京号共

在北京号平台发布图文视频等各类内容稿

件215篇，总阅读量达1305.50万，在北京

号入驻单位2020年四季度影响力排行榜

（委办局、机构）中位列第一，发布内容

连续入选月度热文榜排行TOP10。

学院党委历来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

作，未来我院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自觉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努力打造具有国戏特色的全媒

体传播矩阵，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积极构

建内外互通、上下联动、使命共担、功能

互补的“大”宣传思想工作格局，推动宣

传思想工作再上新台阶。

“舞台设计基础——古建临摹”训练单元是中国戏曲学院舞美系舞台设计专业较
具特色的一个训练单元。该课程由党宁老师在上世纪90年代末研究设定，历经多名教
师和多届学生持续了较长时间的教学实践，积累了相对丰厚的教学经验和理论成果，
同时涌现出大量优秀学生作品。在院系领导的关注支持和任课老师们持续努力之下，
该课程在教学水准和作业质量等方面均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多次代表舞美系和学院参
加国家级各类展览，并在兄弟院校及相关艺术领域取得了广泛好评！

中国戏曲学院舞美系舞台设计专业教师张杨。参与负责国家级重点课题项目。多
篇论文在核心期刊、教材、论文集等重点刊物发表。舞美设计作品多次荣获“中国京
剧节一等奖““精品工程奖”“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奖项。

今后，舞美系将继续认真领会深入研究民族戏曲艺术特色，加大实践教学力度，
把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好建设强，为学院教学科研的守正创新，艺术创作的繁荣发展
贡献一份力量！                                                                       （来源：舞美系 文：舞美系）

在日前召开的国际剧评协会中国分会理事会上，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

长、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二级教授谢柏梁当选为监事长，我院戏文系主任

颜全毅教授、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主任陈军教授、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副主任

麻文琦教授当选为副理事长。

1956年成立于巴黎的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re Critic,简称IATC)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一个非盈利性的非政府组织。

国际剧评协会中国分会在中央戏剧学院成立，自2007年起，我院谢柏梁教授担

任副理事长，2011年中国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2012年我院承办了第三届亚洲

戏剧论坛。

2017年6月，我院谢柏梁教授与中央戏剧学院曲士飞教授赴罗马尼亚布加

勒斯特参加国际剧评协会(IATC)与罗马尼亚共同举办的第15届国际喜剧节，谢

柏梁教授代表中国分会做了《中国戏剧的发展路径》英文演讲。

国际剧评协会中国分会新一任理事会改选之后，将会在戏剧与戏曲艺术评

论、青年戏剧评论人才支持、国际戏剧评论融入等多方面，借助乌镇、大凉山

和小剧场戏曲节、黄河杯戏剧大赛、世界各国举办的国际戏剧节等多重平台，

推动中国和世界戏剧评论的发展和繁荣。

（来源：戏文系  文：戏文系）

近日，我院京剧系舒桐教授受邀赴上海

参加“名家传戏—当代戏曲名家收徒传艺工

程”系列汇报演出，于4月10日至11日在上

海天蟾逸夫舞台成功上演《扯旨破金》《白

良关》。此次汇报剧目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家尚长荣先生亲授，尚长荣、李春城先生担

任艺术指导，我院京剧系教师叶光、宋晓璞

参与《白良关》伴奏，两场演出均获得了上

海京剧院的鼎力支持。

该工程项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

游部主办，多年来由全国京剧院团、院校积

极参与实施，通过名家亲自授课的形式，面

向全国培养提携优秀的青年人才，积极推动

戏曲艺术的薪火相传，也为青年演员提供了

宝贵的历练与实践机会。

京剧《白良关》是一出经典花脸剧目，

近年来很少有演员上演，要求演员具备良好

的嗓子条件及规范的表演工架，唱腔古朴浑

厚，表演凝重端庄。《扯旨破金》暌违舞台

六十余年，1956年由中国京剧院移植于滇剧

形成此剧目，原排导演为阿甲先生，郝派弟

子王玉让先生主演。尚长荣老师曾饰演牛皋

一角。因剧目资料严重缺失，多年后该剧的

复排困难重重。此次演出，在中国京剧院演

出本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加工，打造一出充满

正气，又情趣盎然的京剧花脸作品。

演出及排练期间，上海京剧院院长张

帆，京剧名家奚中路、唐元才、侯永强等亲

临现场，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组织师生进

行了学习观摩。演出得到业内外的一致好

评，充分证明我院近年来在师资队伍品牌建

设和教师职业能力提升层面所做的投入取得

了骄人成果，增强了社会知名度、美誉度和

影响力水平。

（来源：京剧系 文:京剧系）

谢柏梁、颜全毅两位教授

戏曲舞台设计基础教程
获“北京市优质教材课件”称号

舒桐教授受邀参加“名家传戏—当代戏曲名家收徒传艺工程”系列汇报演出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戏曲学

院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指

示精神，推动戏曲事业及潮剧艺术传承发

展，4月18日，学院与汕头市人民政府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并召开姚璇秋艺术成就学

术研讨会，聘请姚璇秋先生为我院荣誉教

授。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郑吉春，

汕头市政协主席谢泽生，广东省文化和旅游

厅副厅长杨树，汕头市副市长、高新区党委

书记林晓湧，我院党委书记李必友，党委副

书记、院长尹晓东等出席签约仪式。签约仪

式由我院党委副书记徐超主持。

李必友代表学院致辞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给我们以极大鼓舞和鞭策，为

戏曲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学院

正在全面贯彻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制定了

贯彻意见，确保落地见效，形成生动实践。

此次校地合作，就是贯彻的自觉行动和务实

之举。培养高质量戏曲人才、传承发展好中

华戏曲艺术，是国戏义不容辞的职责使命。

学院将会同汕头市，以此次战略合作为重要

契机，发挥双方各自优势，制定并实施好培

养方案，携手培养更多优秀戏曲人才，为新

时代戏曲事业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杨树、林晓湧先后致辞，双方将采取

“协同合作，协同培育”新思路，“学校+

基地”新模式，举办潮剧本科班，为打造粤

东戏曲人才高地奠定坚实基础。

郑吉春为姚璇秋先生颁发了荣誉教授聘

书。尹晓东与林晓湧代表校地双方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人才联合培养机制、

潮剧艺术创新实践机制，实施潮剧传承发展

“壮根繁花”工程，构建教师、名家名师

“双向交流”机制，搭建人才培养、传承创

新、创作实践合作平台，切实提高潮剧人才

培养质量，提升潮剧在全国的影响力。

签约仪式后，在我院召开了姚璇秋艺术

成就学术研讨会。

              

             (来源：学院办公室  文：党院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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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国际剧评协会中国分会监事长、副理事长

中国戏曲学院与汕头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召开姚璇秋艺术成就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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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国际文化交流系党总支组

织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师生党员

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参观考察，了解人艺

如何在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

怀下出人出戏，缔造辉煌的风雨历程；观

摩了人艺排演的、北京市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重点剧目之一《香山之夜》。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的人艺精神，

让在场的师生党员深刻认识到，忠诚于人

民，献身于艺术，建功于事业，是值得每

个人用一生去践行的信念。

戏文系 舞美系

新媒体艺术系 国际文化交流系

4月4日，京剧系党总支组织师生代表前

往王瑶卿老校长墓前祭扫，王瑶卿先生作为杰

出的表演艺术家、京剧教育家，一生忠于人

民，忠于事业，坚持革新创造，努力培育后

辈。在祭扫现场，王（瑶卿）派传人、89岁高

龄的谢锐青教授在同学们的搀扶下，颤巍而坚

定地伏身行叩拜大礼，后动情地向大家讲述了

跟恩师王瑶卿先生在一起的点滴，回忆学艺成

长的过往，她表示没有伟大的党、没有恩师就

没有自己的今天，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党

课。

表演系党总支不断丰富学习形式，将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学生的专业学习与实

践，陆续开展了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专业

实践学习，师生在教学、排演越调现代戏

《山花烂漫》及评剧红色经典《金沙江

畔》等题材的剧目，深刻感受抗日战争和

长征大背景下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

程，不断增强民族精神与爱党爱国的情

怀，组织学生观摩粤剧《使命》，不断加

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激发党史学习的热

情，将红色基因注入到戏曲艺术教学实践

的过程之中。

3月30日，导演系党总支召开了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会，导演系师生党员分别开

展理论学习活动，4月6日，根据导演系学

生党支部思想动态调研的相关情况，导演

系党总支书记郑唯以《把握大变局，牢记

大使命——谈一谈党史学习教育与当前国

际热点》为题，为导演系学生党支部、团

总支讲授党课，增进师生对当今国际大势

的了解，对我党的光荣传统、革命、建

设、改革不同时期的宝贵经验形成学习。

3月30日，音乐系教师党支部在“党

员之家”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音乐系全体

教 师 党 员 集 中 学 习 《 论 中 国 共 产 党 历

史》，学党史、知党史，全面系统地、联

系实际地学习，从党史理论中汲取精华，

做新时代合格党员。接下来，音乐系将把

党史学习和专业特色相结合，通过党课、

音乐会等形式让党史学习教育鲜活起来，

引导师生在坚守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中发

挥积极作用。

4月6日，戏文系特邀中国人民大学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王义桅

教授作专题讲座。王义桅以中国国情和国

际形势为基础，紧扣国内外时事热点，引

导大家积极关注时事政治，阐述了人类命

运共同体时代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意

义，让在场师生在新的世界历史方位中认

清了身上的使命和担当——为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持续

助力。

4月8日，舞美系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

开展了“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主题教

育活动。全体师生党员集中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

产党简史》。舞美系党总支书记陈民要求

广大党员要深刻理解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大意义，要从党史中汲取攻坚克难的力

量和智慧，提高政治觉悟，激发创造力，

把传统文化传承好、发扬好。

3月30日，新媒体艺术系教师党支部组

织召开了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党总支书

记迟雪峰、党总支副书记李和、教师党支

部书记宋新廷一起带领教师党员通过现场

和网络学习的形式，以“红船映初心” 

“学党史，总书记强调的'牢记'和'不能忘'" 

“党史百年天天读——党史回眸”等内容

进行了学习，新媒体艺术系学生党支部组

织开展了“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

题教育活动。全体学生党员以油画《唤起

工农千百万》为例进行了党史学习。

各基层党组织党史学习教育“走新”更“走心”
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各二级党组织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用各具特色的方式表达对党的忠

诚、热爱，用党史教育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创作出更多更好地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文化自信的文艺作品，助力我

院高水平特色型大学建设更上一层楼。

编者按

京剧系 表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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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教 育

          4月13日下午，学院举办第一期党史

学习教育读书班，党委副书记、院长尹晓

东，党委副书记徐超、副院长宋飞、副院

长冉常建、纪委书记蒋澄瑛和全体中层干

部参加，读书班学习会由党委书记李必友

主持。

        本期读书班由徐超领学习近平总书记

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干部代表

领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问答》中的部分文章，党院办、组

织部、纪委、教务处、人事处、学生处、

艺术实践管理处、计划财务处等部门负责

人交流学习体会。大家的研讨交流围绕自

身工作岗位、聚焦学院工作要点展开，理

论与实践结合，立足当下、回顾历史、展

望未来，纵横交错、有点有面、思路开阔

。

         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中指出，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起了大家的

共鸣与思考。

         大家深刻认识到，文运同国运相牵，

文脉同国脉相连。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最基

础、最广泛、最深厚的自信，没有高度的

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

学院师生的重要回信中指出，要坚定文化

自信，弘扬优良传统。作为国戏人，要在

党史学习教育中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更  

要有坚强的戏曲自信；要汲取中国戏曲教

育历史中的智慧和经验，推进高水平特色

型戏曲艺术大学建设；要把戏曲中所蕴含

的红色资源、德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

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继承好。

        坚持立德树人，牢记初心使命

      “为什么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丢，

丢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如何理解立

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为什

么要旗帜鲜明反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

’？”等热点话题在读书班现场引发热议

。

         大家一致认为，立德树人是新时代高

等教育的生命和灵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传承弘扬民族优秀

文化的高端戏曲艺术人才，是当前学院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深刻理解把

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精神实质、核心要义、理论品格，坚守马

克思主义信仰、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把党的初心使命铭刻于心，忠诚履职、干

净担当。要坚持不懈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让国戏学

子入脑入心，承担起立德树人的重任，培

养优秀的戏曲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坚守梨园根脉，助推“双创”发展

         通过学习交流，大家认为，《问答》

对师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特别关心

的问题和迫切需要了解领悟的问题，都进

行了清晰明了的解答，在领悟理论原理的

过程中，增进对社会实际和发展趋势的了

解、认识和把握，增强了使命感和责任感

，为共同推动戏曲人才培养实践创造与创

新提供了重要力量。

         作为中国戏曲教育最高学府的教职员

工、党员干部，肩负着为党、为国培育高

端戏曲人才的重任。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学

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用中华优秀文化厚

植家国情怀，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前进航

向，追忆先贤足迹，赓续梨园传统，探寻

教育规律，以文化人，以戏育人，以“坚

忍不拔、孜孜以求”的国戏精神推动各项

工作开展，凝聚起国戏人建功新时代、奋

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助推十四五时期戏

曲高等教育的再发展。

           （来源：宣传部   文：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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