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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完成情况及总体质量 



基本情况  2009年首次招生，系优质专业，2015年获“自治区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项目”，在校生272人 

岗位标准  舞台表演能力 & 舞蹈创编 活动策划 文化宣传能力 & 舞蹈教学能力 

专业定位  培养专科高素质技能型舞蹈演员及舞蹈教师 

人培模式  演学结合、动态调整 

课程体系  理论课程、实践课程、理实一体课程 

教学改革  “学-训-赛-证”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 

实践教学  校内综合实训中心与9所校外实训基地协同育人、满足需求 

师资队伍  现有教师11人，其中副高职称2人，中级职称7人，研究生学历专任教师1人，双师型教师5人 

所获荣誉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比赛二三等奖、广西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 

专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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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课程体系建设 

德艺树人 

演展促学 

高素质
技能型
人才 

学训
赛证 

亮点
专业 

演学
结合 学训赛证 

学习理论、技能 

实习 实训 

舞台实践 综合能力提升 

获取职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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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效显著 

《高职高专艺术类专业 德艺树人演展促学 
的改革探索》荣获“2017年广西职业教育

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舞蹈表演专业全日
制在校学生272人，
规模效益和社会效

益明显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三等奖 

2017年学校教学成
果特等奖 

广西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一等奖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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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建设 

通过“整合、完善、增设”等多
种有效途径，更新教学内容，加
强实践教学课程 

凸显技能型的培养 

完成《中国古典舞基本功训练》
《中国民族民间舞》《舞蹈剧目
排练》《舞蹈创编基础与实践》
《舞蹈教学法》等课程的整合优
化，包括课程标准、电子教案等 

完成优质课程《儿童舞蹈素质与
能力》的引进与使用 

完成《广西少数民族儿童舞蹈》
内部特色教材(部分）的编写，

并已使用 

行企合作建
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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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建设 

打造一支具备综合素质

优、教学水平高、专业
技能强、结构合理、专
兼结合的舞蹈表演专业

教学团队，2016年-
2018年期间共投入教师
培训费共计43280元，

送培教师22人次 

序
号 

姓名 专业 毕业院校 学历 学位 
政治
面貌 

技术职称 原工作单位 

1 李珊珊 
舞蹈
学 

广西艺术学院 本科 文学学士 党员 
国家二级
演员 

广西歌舞剧院 

2 郭  神 
舞蹈
学 

广西艺术学院
舞蹈学院 

研究
生 

艺术学 
硕士 

党员 讲师 无 

3 黄芳楹 
舞蹈

学 
广西艺术学院 本科 文学学士 群众 教员 无 

舞蹈表演专业引进教师一览表 

教师总数 

建设前 建设后 

提升% 
“双师”人数 所占比例 “双师”人数 所占比例 

11 2 18.18% 5 45.45% 150% 

本专业“双师型教师”结构对比表 

兼职教师：高校高级职称教师1名、行业（院团）国家二级演员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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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 

序号 校外实训基地 签约时间 面积（㎡） 地址 

1 南宁兴宁区华佳实验幼儿园 2015.03 800 南宁市望州路298-38号 

2 深圳鹏程热芭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2016.03 1000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白
石洲东三坊90号 

3 南宁市慧童苑艺术培训中心 2016.06 1800 南宁市建设路16-2号 

4 南宁市金蓓蕾艺术培训学校 2016.06 1600 
南宁市友爱南路22号南棉商业街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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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表演专业校外实训 
  基地总数达到9所，覆盖 

  了幼儿园、社会培训机 
  构、专业演出团体、文 
  化企业等，不但能够满 

  足本专业学生在校期间 
  的实习实训，还能为毕 
  业生就业提供强大的就 

  业平台。 

专项实施后新增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一览表 



综合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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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
协同育人 

动态
调整 

综合实
践教学 

河
北
承
德
实
景
剧 

康
熙
大
典 

湖
北
恩
施
实
景
剧 

龙
船
调 



实训基地建设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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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群 

校内
实验
实训

中心 

音乐舞蹈实训中心 

艺术教育实训中心 

学前教育实训中心 

南宁 
及 
平果 
校区 
舞蹈 
实训室
26间 

南宁 
校区 
音乐 
展示厅
1间 

南宁 
校区 
礼堂 

1座 

打造 
示范性 
实训基地 

实训基地除承担本专业的教学外，还为学前教育、特殊教育、艺术体育等

其他专业的《舞蹈》《形体》《礼仪》《啦啦操》《瑜伽》等课程提供教
学场所；为全校的会议、演出、专业展示、培训等大型活动提供专业场所，
实现校内优质资源共享。 



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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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期间，舞蹈表演专业
（群）完成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共4家（其中幼儿园 1家、文化
企业1家、社会艺术培训机构2
家），2016-2018年接待我专业
学生实习实训2188人次,平均每
年接待量为729人次。 



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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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社会服务项目名称 效益 参与人员 

1 
2016年参与区培计划“全区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师能力提升
培训”项目 

服务面覆盖区内12所中职学校学前教育专业 刘  锋 
林  露 
童  健 
石宝红 
杨振林 
李珊珊 
白  宁 
郭  神 
韦  拉 
张  喆 

 

2 
2017年参与区培计划“全区学前教育专业教师能力提升培训”
项目 

受益人数41人次 

3 
2018年参与由文明办三局、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主办

“2018年乡村学校少年宫艺术辅导员培训计划” 
受益94人次 

4 2018年“艺术系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幼教帮扶活动” 
分批次为区内幼儿园（特别是民办园）进行

教师能力提升培训，受益人数达147人次 

5 民族地区社会艺术培训机构发展咨询服务 
本专业教师团队通过社会调研活动、利用专
业知识为培训机构的管理、教学、发展各方
面提供咨询服务，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二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资金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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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执行 

相符 调整 

自筹资金9010750.81元用于项

目建设，其中师资队伍建设支
出43280.00元，实训基地建设
支出8904532.07元，课程体系

建设支出62938.74元 

实训基地建设比预算增加了

5.17万元，部分实训室需要投
入改造费用超出预算。由于社
会服务能力提高带来一定收益， 
社会服务能力建设比预算减少

5.67万元 

学校严格按照 
制度要求履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职责，该项目由学校财务处统一核
算、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专账管
理。列入政府采购范围的内容完全

按照政府集中采购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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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项目组织管理水平 



项目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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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成立以校领导为首

的项目领导小组和以系领导为首建设工
作小组，开展项目建设工作 

管理制度：制度健全、有据可

依，操作性强，保证项目依法依规推进 

项目实施：办学基础条件更完

善，育人环境更符合职业教育需要，专
业办学条件与水平发生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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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益-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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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良好的学习能力 

•2015年-2017年有13名舞蹈表演专业学生升入本科 升本 

•获全国三等奖1项、广西一等奖5项、二等奖5项、三
等奖1项 

•是全校获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全国全区高职组奖项最多
的专业 

获奖 

•用人单位认可扎实的专业素养和良好的职业形象 

•留得住、用得好、成长快的高素质技能型舞蹈表演与
教育人才 评价 



获奖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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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益-职技证书 

全国幼教舞蹈素质与能力培训初级教师资格证书获取情况一览表 

年份 年级 专业人数 参加考证人数 获得职业证书人数 获取率 

2015年 2014级 109人 105人 105人 96.33% 

2016年 2015级 109人 100人 100人 91.74% 

2017年 2016级 70人 68人 68人 97.14%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等级考试教师资格证书获取情况一览表 

年份 年级 专业人数 参加考证人数 获得职业证书人数 获取率 

2015年 2015级 109人 55人 54人 50.46% 

2016年 2016级 70人 38人 38人 54.29% 

2017年 2017级 102人 34人 33人 48.57% 

引进《儿童舞蹈素质与能力》优质课程、为学生提供北京舞蹈学院
培训中心《全国幼教舞蹈素质与能力培训初级教师资格证书》及中

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等级考试委员会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等级考
试教师资格证书》两大职业资格证书获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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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益-优化条件 

整合校内教育资源，建立音乐舞蹈实验实训中心。在原有
的校内实验实训室基础上扩大规模，提高档次，建立适合
舞蹈表演专业教学的实训中心。 

建设 

内容 
关键指标 

原有 

基础 
建设增量 

2015.12 2016.12 2017.12 2018.12 

实训 

教学 

条件 

建设 

实训场地面积（M2） 6527.9 0 2831.7 0 

实训设备总值（万元） 66.477 13.46198 8.218 
795.725

44 

实训工位数（个） 780 0 1780 0 

音乐舞蹈实验实训中心主要用于
《中国古典舞基本功训练》《中国

民族民间舞》《舞蹈剧目排练》
《舞蹈创编技法》《广西少数民族
儿童舞蹈》《儿童舞蹈素质与能力》
《舞蹈素材》《音乐表演实践》

《声乐》《钢琴》等课程的实训，
实训室使用率高，训练与提升了舞
蹈表演专业（群）学生的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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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益-优化条件 

中国民族民间舞实训室 成品剧目排练实训室 中国古典舞教学实训室 

舞蹈创编实训室 儿童舞蹈素质与能力实训室 儿童舞蹈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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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益-提升内涵 

特色
内涵 

专业 

定位 

师资 

队伍 

服务 

地方 

课程 

体系 

人才培养模式三大特色：  
1.突显艺术系“德艺树人、演展促学”人
才培养总模式，提升学生素养和艺术技能 

2.“演学结合 动态调整”协同育人新模式 
3.“学训赛证”一体化教学模式 

优化整合，更新教学内容，加强实践教学

课程，构建了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模
块。完成广西壮族特色儿童舞蹈教材投入
使用。广西其他少数民族儿童舞蹈教材正

在建设中，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通过教师人才引进、教师能力培养、双师
型教师培养、青年教师培养导师制等多种
有效措施，培育出一支综合素质优、教学

水平高、科研能力强、结构合理、专兼结
合的舞蹈表演专业教师团队 

团队通过“国培”“区培”“幼教帮扶”
等项目的开展，聚焦艺术素质教育，协同
创新服务。通过社会调研活动、利用专业

知识为培训机构的管理、教学、发展各方
面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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