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年麓山文脉，百年湖湘之都。 湖
南艺术职业学院坐落在麓山下，湘水之
滨。 四围山色明如许，千里涛声听若无。
菁菁校园，绿树成荫，名师荟萃，俊彦云
集；浓厚凝重的文化底蕴，人才辈出的
三湘艺苑。

栽花六十载，艺术一摇篮

六十年，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只不
过是清泉一缕，而对于艺苑来说 ，她历
经了太多的曲折 、太多的磨砺 ，襁褓起
步，创业艰辛。

1951 年 5 月， 在长沙市陈家垅一栋
简陋的老式房子里， 湖南省艺术学校在
这里诞生，文艺湘军的摇篮从这里迈步：
从水陆洲、木楠园、三王街，到秀美麓山南
侧的左家垅，历经 5 次易名（1953 年湖南
湘剧小演员训练班、1957 年湖南省戏曲
学校、 1959 年湖南省艺术学院、1961 年
湖南省戏曲艺术学校、1964 年湖南省戏
剧学校）， 1976 年湖南省艺术学校复名。

艺苑人在辗转迁徙中燃烧激情，在
辛勤跋涉中演绎梦想。

1956 年，敬爱的毛主席观看了学校

副校长彭俐侬的精彩表演，亲切接见了
这位来自家乡的湘剧表演艺术家。 1956
年、1962 年，田汉先生两次来校考察，为
湖南戏曲教育出谋划策。

1979 年 3 月， 湖南省电影技工学校
选址麓山北麓的望城坡，正式挂牌成立。
1985 年更名为湖南省电影职工中专学
校，1994 年正式定名为湖南省电影学校。

盛开在麓山南北两侧的两朵姊妹
花，在文艺教育领域分担风雨，共享彩虹。

湖南艺术教育的老字号，1998 年从
普通中专升格为省部级重点中专，2000
年跃升为国家级重点中专。 2002 年 10
月，湖南省艺术学校和湖南省电影学校
合并升格为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发展中
的学院，得到省委 、省政府、省人大、省
政协的亲切关怀 、大力扶持，如春风化
雨，滋润着这颗青葱的艺术奇葩。

艺苑小天地，星河大源头

六十载风雨兼程，六十载岁月如歌。
梅花吐艳，文华生辉。 左大玢、王永

光 、 刘赵黔等 16 位国家级艺术最高
奖———梅花奖、 文华奖得主， 从麓山走

出，艺苑的美名响彻了三湘四水。
桃李芬芳，四海飘香。张也、吴军、瞿

颖、周浩、甘萍、雷佳、王丽达……一只只
“金凤凰” 从麓山飞出， 飞向五湖四海。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舞台上，文艺湘军
更谱写了新传奇：开幕式上，从艺苑走向
世界的舞蹈家沈伟“绘制”了 480 英尺长
的“水墨山水画卷”，令全球观众叹为观
止。闭幕式上，经典民歌《今夜月明》给亿
万观众留下了甜美的回忆，7 位演唱者
中就有张也、雷佳、王丽达 3 位湘妹子，
从艺苑走向了中国大舞台。

杨福杰、邹接龙、彭伏莲……一批批
优秀文化人才从麓山走出， 他们成为了
湖南文化战线的中流砥柱。 张小虎、宋
谷、周曙、杨珊珊等精彩诠释火爆了《一
家老少向前冲》；舒高、赵靓、郭彪……一
时成为青年追捧的偶像。

不向浅池投倩影，要凭苍穹展雄翼。
在各自心仪的舞台上， 一批批新生代艺
苑人竞相芳菲。

凌珂、 项星捧回了中国京剧青年演
员大奖赛金奖奖杯；汤丹、文军等 12 位
同学令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在艺苑数
度绽放；继 2007 届毕业生肖青夺得 “新

丝路” 中国模特大赛桂冠后，2010 级学
生周玉婷、叶星轶、张莉三位同寝室友尽
情演绎 T 台精彩， 分别摘取第 12 届环
球旅游小姐国际大赛湖南总决赛冠、亚、
季军， 周玉婷还赢得环球旅游小姐大赛
中国总决赛亚军。 更有“失明百灵”———
2007 届毕业生刘赛献歌残奥会开幕式，
受到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 2009 年 10 月 1 日，国庆游行队伍中
的湖南彩车上，17 位学子接受党和国家
领导人检阅，展示了湖南的美好形象。

升高职以来， 学生获国家奖项 100
多项、省级奖项 300 多项；90%的一次性
就业率，毕业生备受用人单位的青睐。

艺苑小天地，星河大源头。

艺苑百花俏，舞台万象新

无数个日日夜夜，智慧的艺苑人用
汗水走出了一条自信的道路。

“以剧目带动教学、 以创作深化教
学 、 以展演促进教学 、 以舞台检验教
学”，教、学、演三位一体，“剧目驱动”凸
显特色。

花鼓戏《玩不啰 》荣获中国映山红
民间戏剧节剧目金奖和 8 个单项奖；传
统剧目《醉打山门》荣获全国艺术院校
戏曲大赛一等奖；多个舞蹈作品将全国
“桃李杯” 舞蹈大赛奖杯屡次揽入怀中
……

艺苑百花俏，舞台万象新。
大型历史湘剧《秦王遣将》：穿越两

千年时空，复活了千古帝王。原创音乐剧
《同一个月亮》：照亮了江城武汉，璀璨了
申城上海。原创花鼓戏《五十二家别墅》：
传统戏曲的时尚，绽放于秀美麓山。

三大剧目惊艳出世，相继囊括了三
届湖南艺术节 “田汉 ”大奖和 36 个单
项奖、 中国艺术职业教育优秀成果奖、
两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优秀剧目奖、湖南
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省首届
校园戏剧节“特等剧目奖”。

学院与省花鼓剧院合作剧目———
原创花鼓戏《潇湘红叶》参加“建党九十
周年”湖南优秀剧目展演 ，开启了院团
合作的崭新航程。

《艺海》泛舟，踏浪掬涛。
艺术研究与艺术创作，成为了提升

办学品质并驾齐驱的马车：国家 、省部
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4 个、国家级

课题 2 项、省级课题 14 项、省级以上刊
物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265 篇、省级以上
科研创作奖励 130 多人次、学术专著 16
部。

追求卓越，走向辉煌

实践中，学院把“追求卓越，不厌平风”
作为校训，建立了学院精神文化价值观。

一个追求卓越的个体，必定是拼搏
进取、敢于领先的个体。

党委书记易介南教授兼任中国艺
术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文化艺术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学
校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院长鲁雁飞教授先后荣获全国第
二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杰出校长奖”、
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实践先
进个人”、 省 “高校党建研究工作先进
个人 ”荣誉称号；是 “省 121 人才工程 ”
专家， 省教育科研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受聘为湖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和硕士
研究生指导老师。

梅花奖、文华奖 、飞天奖得主纷纷
加盟艺苑，甘做红烛春蚕。 17 名正高职
称教师、71 名副高职称教师在这里言传
身教、口传心授。

杏坛竞风流，盛世展英姿：1 人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 人赢得文化部
“音乐教育最高奖”，2 人入选“省 121 人
才工程” 专家，1 人被评为省级教学名
师，3 人入选省职业院校专业带头人，2
人入选省级青年骨干教师……

在流淌的时光中，辛勤的园丁铸就
了熠熠生辉的奖杯： 中国戏剧奖·最佳
表演奖、2004-2010 年度湖南戏剧芙蓉
奖、中国戏曲红梅金花奖、中国校园戏
剧节校园戏剧之星、 全国戏剧文化奖·
人物造型金奖、全国电视美术灯光设计
工程一等奖、全国民族之声器乐创作金
奖……

一个追求卓越的团队必定是勇于
创新、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团队。

艺苑人栉风沐雨， 赢得景象万千：
省文明高校、 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
国文化先进集体、省首届黄炎培职业教
育奖优秀学校、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
单位、广州亚运会突出贡献奖……

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
筑梦的艺苑人，办学凸显优势和特

色，倚“小天地”之形，创“大舞台”之业：
湖南花鼓戏声腔为国家精品课程，舞蹈
表演专业、酒店管理专业成功立项为中
央财政支持的高等职业院校重点专业
建设项目，戏曲表演专业 、人物形象设
计专业为省级精品专业，器乐合奏专业
为省级精品课程，声乐表演教学团队为
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2007 年，在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水
平评估中 ，学院完美致胜 ，赢得优秀等
级；2009 年， 学院成功立项为省级示范
高职 ，步入了职业教育的快车道；这一
年，学院成功立项中央财政支持的表演
艺术重点实习实训基地；2011 年， 学院
成功申报全国首批、 中部地区唯一 的
“基层文化队伍培训基地”； 这一年，学
院牵头组建湖南演艺职业教育集团 ，
138 家单位齐聚麓山加盟集团。

让艺苑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艺苑。
近年来，学院远赴美国、新加坡、希

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广泛开展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美国 、德国 、新加坡 、
韩国等国艺术团先后来学院进行学术
交流、演出。

艺苑小天地，天地大舞台。
艺术架起了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学院正成为“湖湘文化的使者”。
麓山枫叶正红，湘江碧波尤美。
今年 10 月 26 日， 党的十七届六中

全会落下帷幕一个星期后， 省委副书记
梅克保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来学院调
研。“全力支持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搬迁扩
建，全力支持筹建湖南艺术学院。 ”———
梅克保的指示， 激励全体艺苑人朝着更
高更强更远的目标拼搏奋进。

沐浴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
和煦春风，应和 “教育强省、文化强省 、
人才强省 ”的建设号角 ，锐意进取的学
院领导班子引领全院师生踏上了新征
程 ；“集团办学 ”——— 湖南演艺职业教
育集团将引领我们走集约式、集群式共
同发展的特色办学之路 ；“搬迁扩建 ”
———一座现代化、生态化新校园将崛起
于星沙松雅湖畔，成为三湘大地的文化
新地标；“筹建本科”———一所独立设置
的湖南艺术学院将承载着省委、省政府
的殷切期望，奔向美好未来。

集灵气于热土之上，蓄大势于百亩
之间，展宏图于湘水之滨；胸有鲲鹏志，
御风可冲天；超越梦想，高高飞翔。

艺苑小天地 星河大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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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60 年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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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剧院
湖南省杂技团
湖南省京剧团
湖南省话剧团
湖南大剧院
湖南省文化资源开发服务中心（演出
公司）
湖南省文化厅艺术幼儿园
湖南省文化艺术基金会
长沙市第一中学
邵阳市艺术学校
衡阳市艺术学校
长沙信息职业技术学校(宁乡师范)

湘西自治州民族文化艺术职业学校
郴州艺术学校
江苏省戏剧学校
广东舞蹈学校
苏州评弹学校
武汉市艺术学校
广西艺术学校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
广西艺术学院附中
宁夏艺术学校
深圳艺术学校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
重庆艺术学校
厦门艺术学校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民族艺术学校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
长沙县规划局
长沙市湘剧院
长沙市歌舞剧院
长沙市花鼓戏剧院
湖南省民族歌舞团
湖南省祁剧院
天下凤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厦门一代娱乐有限公司
湖南锦绣潇湘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帝狼传媒有限公司
中国模特秀网
湖南红网传媒有限公司
长沙欧阳胖胖歌厅
湖南爱乐交响管乐团
长沙田汉红太阳演艺中心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公司长沙县分
公司
望城县雷锋艺术团
岳阳楼景区管理委员会
中国建设银行长沙芙蓉支行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湖南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大汉建材市场福湘王板材专
卖经营部
长沙琴岛文化娱乐传播有限公司
东方雨虹防腐保温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久发灯饰玻璃装饰工程公司
湖南双型节能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长沙分
公司
深圳市路自通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长沙岳麓分公司
金源大酒店

（截止 2011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3：00）

左起：工会主席彭爱莲，副院长周文清，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黄宏玉，党委书记易介南，党委副书记、
院长鲁雁飞，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继安，副院长余会春，副院长杨向东，副院长刘家海

（摄影：李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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