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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和其他高校相比，中
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的专业优势在哪里？

艾胜英：中国传媒大学动画
学院是我国最早一批从事动画、
数字媒体艺术、游戏设计及网络
多媒体教学科研的院校。动画学
院目前设有动画系、数字艺术
系、游戏设计系和艺术基础部四
个教学机构，并设有动画研究
所、数字技术与艺术研发中心、
《中国动画年鉴》编辑部、亚洲
动漫研究中心、中国动漫艺术陈
列馆等众多研究机构，以及美国
梦工厂动画公司、美国尼克儿童
频道、德国波茨坦影视学院、加
拿大谢里丹学院、法国高布兰学
院、英国伯恩茅斯大学、美国高
科思科技大学、韩国国立艺术大
学、新加坡南阳理工学院、央视
动画公司、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水晶石等国内外动画教学和
实践机构所搭建的多层次、全方
位的动画人才培养平台，形成了
融教学、科研、创作、制作于一
体的动画、数字媒体艺术、游戏
设计及网络多媒体教学研究基
地，同时也是教育部文化部高等
学校动漫类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
秘书处和中国动画学会教育委员
会所在地。

记者：考生通过哪些渠道可
以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
艺术学院？

艾胜英：我们学校专业课考
试现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其
他院校一样的校考，一种就是
“小白杨奖”比赛。校考比较注
重学生的绘画基本功，而“小白
杨”则是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能
力。“小白杨奖”比赛高一、高
二的学生都可以参加，而且获奖
资格保留到第一次参加高考，学
生取得“小白杨”名次，相当于
取得了专业通过资格证书，学生
在高三期间只用准备文化课就可
以了，这样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
学生的压力，更加有利于我们学
院人才的网罗。

对于美术功底很好，但是文
化课欠缺的学生，我们学校有设
置拔尖类人才推荐政策。拔尖类
人才推荐大致上来讲就是由校
长、行业专家和艺术类考试的专
业教师(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的
教师在考试过程中认为这个学生
专业非常好)推荐考生申请拔尖类
人才，成功申请拔尖类人才的学
生将会获得高考分数降分录取的
资格，分数可降范围大约为5%，
大致上为20分。众所周知，山东
省的分数相当高，相信这20分对
于山东的考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帮助。

记者：对于想考中国传媒大

学动画学院的同学，在专业课考
试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艾胜英：不论是校考还是
“小白杨”比赛，都是由笔试和
面试组成的，笔试部分主要是考
学生的短期应试能力，比如：静
(动)态速写、动态默写和漫画创
作，都是要求在短时间内表现学
生的绘画功底、色调关系、画面
组织、环境氛围烘托等能力。

而面试则主要是考学生除了
短期应试能力之外的能力，面试
时不要紧张，一定要用放松的心
态将你的特点表现出来。比如说
你擅长画长期素描和色彩，那你
就将你的画作带过来，你将画展
示给老师看，老师就能看出你的
能力来。

还有一个学生，他的绘画基
本功属于一般，但是他有很强的
组织能力，对一件事情的表达很
是到位，这种能力看似与绘画无
关，但是对漫画创作十分重要。
有这么几种能力，我还是希望学
生能现场展示给主考老师看的，
比如：编剧能力、对事物的评判
能力、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和作曲
能力。

记者：什么类型的画作考试
时“不沾光”？

艾胜英：我们对于学生的作
品，都是用很包容的心态来对待
的，但是有一种类型的画作，我
不建议学生画，那就是“日漫风
格漫画”。“日漫风格漫画”是
现在很多同学擅长画的、乐于画
的，但是这种作品在考试时并不
是很沾光。日漫风格漫画最主要
的问题就是缺少生活来源，“艺

术来源于生活”我们学院在与
《漫友》、《有妖气》等漫画平
台交流中发现，只有“美型”的
日系漫画的受关注度，并没有源
于生活的作品好。现在很多日漫
风格的作品并不好推广，反而像
《馒头日记》、《我的师傅姜子
牙》等一系列源于生活的作品广
受大家欢迎。

这并不是说不让你画古风、
科幻等场景，就像刚才一个学生
问我：老师，我就是喜欢画漂亮
的古风美女，那该怎么办呢？其
实并不是说不可以画古装美女，
但是要你要将你的画作脱离概念
化的造型，将生活的气息融入进
去。在这里我还想提醒家长，初
中生的孩子喜欢日漫风格是可以
理解的，日漫风格的画也能很好
的锻炼孩子绘画的基本功，但是
家长要注意开阔孩子的眼界，避
免孩子沉溺在这一类型画作里。

记者：艾老师您怎么看这次
比赛？

艾胜英：对于这次比赛的作
品，我是十分欣喜的。因为这次
比赛的作品，不论是质量还是数
量都是十分好的，就算放到全国
比赛上，我相信也能取得很好的
成绩。

这一次比赛简单来说是为
“小白杨”比赛热身，本次大赛
分为高中、初中和小学三个参赛
组，高中组比赛是每年一届“中
国(北京)国际大学生动画节‘小
白杨奖”在山东省的初赛选拔，
参赛选手获得优秀奖以上奖项就
可提前获得进入第九届“小白杨
奖”的决赛资格。中国(北京)国

际大学生动画节其下设的“小白
杨奖”面向全国高中生，旨在培
养和激发中国青少年一代的创作
热情与理想，为我国动漫与新媒
体艺术产业的发展积蓄人才。同
时，该大赛也是中国传媒大学动
画与数字艺术学院艺术类招生考
试的重要选拔举措。通过该竞赛
活动，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
艺术学院选拔在动画专业、数字
媒体艺术专业 (数字影视特效方
向)、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网络多
媒体方向 )和数字游戏设计专业
(游戏设计艺术方向)卓有潜力、
具备一定艺术功底有着良好培养
潜质的高中生。

这次比赛中，初中和小学组
获得三等奖以上的同学将被中国
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和
济南智道动漫设计有限公司邀请
参加“高校动漫夏令营”，走入
高校体验动漫主题活动。通过这
次活动，我相信会为很多热爱动
画、绘画的学生提供一个更加适
合他们发展的平台。

记者：作为此次比赛的承办
单位，济宁学院附属高中给您留
下的印象如何？

艾胜英：上次来济宁学院附
属高级中学评选参赛作品的时
候，我看到了美术专业生上课的
情景，学生们专注的目光、专情
的投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的美术教育、艺术教育坚持
面向全体学生、分类指导、因地
制宜、讲求实效的办学方针，符
合美术教学的规律。我相信不久
的将来，他们一定会取得优异的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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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下午，济宁市黄淮宾馆大礼堂内座无虚席。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的动画系主任艾胜英应邀做了专题题讲座，不仅详细介绍了中国传媒大学动
画与数字学院(以下简称动画学院)专业设置、学科特色与优势，谈了美术新课程教学的一些“秘诀”，让基础教育阶段的美术教师们了解到高校相关专业业对美术生水平的评
价标准体系；还特别介绍了相关专业招录人才的渠道和考生参加有关考试需要注意的事项，让在座的各高中学校的有关关负责人连称“不虚此行”。记者注意到，参加报告会
的，不仅有来自全省各中小学美术学科的教师、学生代表，也有不少学生家长得到消息后，专程从青岛、潍坊等地赶来来。采访中，他们告诉记者，自己的孩子正在读高三，不
仅参加了这次比赛，还把升学目标直接锁定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专业，他们特别想了解学校有关专业设置和招生方面的信信息。

专访中，艾胜英主任提到，该校为了网罗专业拔尖人才，特设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动画节“小白杨奖”，学生取得“小白白杨奖”名次，相当于取得了专业通过资格证书。而在
本次比赛获得优秀奖以上奖项就可提前获得进入第九届“小白杨奖”的决赛资格。

“小白杨奖”是面向全国高
中生，旨在培养和激发中国青少
年一代的动漫创作热情与理想，
选拔在动漫创作方面卓有潜力、
具备一定艺术功底、创意独特、
思维新颖的青少年，为我国动画
业界将来的蓬勃与发展积蓄人
才。同时，该大赛将成为中国传
媒大学动画学院艺术类考试改

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小白杨奖”设置漫画故事

类、数字媒体艺术类、游戏设计
类三种评奖类型。小白杨漫画故
事类一、二、三等奖获奖者将获
得“高考时进入中国传媒大学动
画学院按照动画专业成绩排名
录取考生之列”的资格，如果高
考成绩达到该校当年确定的动

画专业录取分数线，即可被该校
动画专业录取；小白杨数字媒体
艺术类一等奖获奖者将获得“中
国传媒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全国前三名的录取资格”，如果
高考成绩达到该校当年确定的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录取分数线，
即可被该专业录取；小白杨游戏
设计类一等奖获奖者将获得“中

国传媒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游戏设计方向)全国前三名的录
取资格”，如果高考成绩达到我
校当年确定的数字媒体艺术专
业 (游戏设计方向 )录取分数线，
即可被该专业方向录取；所有进
入复赛的参赛者将获得大赛组
委会为其颁发的小白杨奖决赛
入选证书；所有小白杨奖和入围

奖的获奖者，大赛组委会为其颁
发获奖证书；在中国传媒大学动
画学院艺术类招生考试中，小白
杨奖和入围奖的获奖者可直接
获得动画学院艺术类专业合格
证。对于高一年级或高二年级的
获奖者，将保留相应的资格至其
首次参加高考年度。

讲座结束后，艾胜英主任与济宁的教师、家长们互动。

本报记者 马文青 苏冉冉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动画节“小白杨奖”

相关链接

记者：我看到颁奖典礼上表演
节目的演员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
安排这些表演的初衷是什么？

宋廷：学校以“美的教育，美的
人生”为办学理念，目的是让每位
师生的潜能都得到最大程度的激
活，不断超越自我。为了实现这一
点，我们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全面
涵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艺术修养，
这些都可以在我们学校学生社团
建设方面得到体现。今天参加表演
的shining Star啦啦操队、模特队、
武术队等团队都来自我们的学生
社团。在颁奖典礼上表演这些项
目，一方面展示了附高学生健康向
上的精神面貌和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也是给社

会各界搭建了一个了解附属高中、
认识附高学生的平台。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附高成功
承办这一次动漫与数字艺术原创
大赛的。

宋廷：承办这一次比赛是附高
的机遇，更是附高的挑战。借助这
一次比赛的承办，可以为我们学校
的学生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平台，给
学校带来更为方便的学术交流机
会，还能激励我们的学生奋发前
进。

多年来，济宁学院附属高级中
学以“打造全市乃至全省有较高知
名度的艺术特色学校”为奋斗目
标，创新思路，大胆探索，艺术特色
逐步凝练，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山

东省中小学学校校园动漫与数字
艺术原创大赛落户附高，是组委会
对济宁的信任、对附高的信任。为
了搞好本次颁奖活动，我们精心策
划，多方协调，力求隆重而节俭，希
望把大赛办出高水平，为莘莘学子
搭建创新、创造、创作以及升学的
优秀平台！

记者：这一次比赛附高取得的
成绩如何？这些学生有没有希望参
评“小白杨奖”？

宋廷：我们学校这一次的成绩
非常喜人。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
术学院的专家们对我们学校的获
奖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艾胜英
老师说，这一次的作品，就算是参

加全国的比赛也能得到不错的名
次，所以我对我们学校的学生参评
上“小白杨奖”十分有信心。

记者：附高以艺术教育闻名，
近几年，附高的师生参加过哪些
省、国家级的那些重量级比赛，获
得过什么奖励和荣誉。

宋廷：济宁学院附属高中成立
短短几年，就为国家培养几百名艺
术人才。我校机器人代表队在2013
Robo Cup青少年机器人世界杯中
国赛中荣获中学超级联赛冠军；武
术队在今年5月份举行的全国传统
武术比赛中获得了1枚金牌、3枚银
牌、3枚铜牌的好成绩；7月份我校
啦啦操队2014——— 2015年全国啦啦
操联赛，取得了集体花球、双人街
舞、双人花球、双人爵士等比赛，共
获得了四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的
好成绩。

记者：附高是否鼓励学生们参
加这些比赛。

宋廷：我们学校的学生通过参
加比赛，得到优异的成绩的成绩，
我感到十分的骄傲。我们鼓励学生
参加比赛，因为高水平的比赛，既
开阔了学生们的见识，又锻炼了拼
搏的精神，有效增强了同学们的自

信心，同时促进了同学们健康快乐
的成长。

记者：参加比赛会不会影响学
生的成绩？

宋廷：我们学校的很多学生非
但没有影响学习，反而通过参加比
赛得到了大学的敲门砖。就像我校
武术队的王菲同学，就被上海体育
学院武术与传统体育专业录取；王
腾跃同学已经被山东体育学院运
动训练专业录取……还有像这一
次的2014年“智道杯”第二届山东
省中小学校园动漫与数字艺术原
创大赛，获奖的同学就获得了“小
白杨”的决赛资格。这些比赛的成
绩，都会是我校学生求学道路上的
敲门砖，为他们提供一份助力。

记者：宋校长，您有什么是想
对附高师生们说的呢？

宋廷：斗转星移，春华秋实，济
宁学院附属高中已走过近十个春
秋，我们砥砺风雨、默默耕耘，一路
春风、一路欢歌、一路收获。在创业
的辛劳中，在成功的喜悦中，在诚
挚的赞誉中，我们将以更开放的心
胸，更宽容的教育，更严格的要求，
更加使得步伐，在创建规范特色学
校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本报济宁11月9日讯 (记者
苏冉冉 ) 以“想象无限、创造无
限”为主题的2014年“智道杯”第二
届山东省中小学校园动漫与数字
艺术原创大赛9日在济宁运河音乐
厅落幕。从全省中小学遴选出166

件作品分别获一、二、三等奖。
此次大赛由省教育学会美术

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济宁学
院附属高级中学承办。活动展示了
全省小、初、高各学段漫画创作、数
字媒体以及网页设计、游戏角色设
计等领域的教学成果，促进了全省
美术新课程的开设和课堂教学质
量的提高。

在颁奖典礼上，教育部艺术教
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美术
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山东师
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孔新苗先

生在致辞时表示，“数字图像可能
是将来我们这个时代最最具有创
新可能、最最具有时代特点的，需
要我们年轻一代去关心的一个表
达方式。我希望我们校园的动漫和
数字艺术的教育能够有一中大的
关怀，让我们的新一代在新的传媒
手段下，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
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
心渊先生表示，文化交流是沟通心
灵的重要方式，这次比赛的作品他
深深地感受到，我国的动漫与数字
艺术的明天会更加精彩，中国传媒
大学动画学院与山东有着千丝万
缕的关系，他非常欢迎山东的考生
报考中国传媒大学。

济宁市教育局副局长郝民表
示，此次展出的所有作品欢乐明

快，朝气蓬勃，衷心希望同学们再
接再厉，拿到“小白杨”奖。

颁奖典礼在济宁学院附属高
级中学民乐队表演的民乐合奏《金
蛇狂舞》中拉开帷幕。颁奖典礼上，
组委会对获得小学、初中和高中组
一二三奖的166位学生，获得优秀
组织奖的学校，获得优秀指导奖的
教师分别进行了表彰奖励。济宁学
院附属高级中学的啦啦操、武术、
T台秀表演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
阐释中国梦，抒发中华情，感情真
挚，格调高雅，充分展示了新时代
青年学子的青春风貌。

颁奖典礼结束后，获奖作品在
济宁市群众艺术馆展示厅内免费
向公众开放，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
孩子参观。据主办方介绍，这次些
获奖作品还将在济南展出。

济宁学院附属高中宋廷校长谈艺术教育———

广广开开渠渠道道为为学学生生谋谋取取大大学学““敲敲门门砖砖””
济宁市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分类指导、因地制宜、讲求实效的方针，涌现了一

大批在艺术教育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学校，济宁学院附属高中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以“想象无限、创造无限”为主题的2014年“智道杯”第二届山东省中小学校园动漫与数字艺术原

创大赛9日在济宁运河音乐厅落幕。济宁学院附属高中以优异的的成绩完成了这次活动的承办。谈到
承办此次比赛的初衷，济宁学院附属高中校长宋廷表示，学生的个性千差万别，兴趣点和特长也不尽
相同，学校需要做的，就是发扬孩子们的长处，对他们的特长通过专业学习进行强化，并利用这些特
长为他们谋求更好的出路。

““全全省省中中小小学学校校动动漫漫与与数数字字艺艺术术原原创创大大赛赛””颁颁奖奖
获奖作品在济宁市群众艺术馆展示厅向公众开放

时尚与优雅并存的颁奖典礼

在颁奖典礼上的节目都是由济宁学院附属
高中的社团成员表演的。颁奖仪式由济宁学院
附属高中的乐队带来的合奏开场，颁奖仪式中
间的演出啦啦操表演、模特时装秀、古典武术、
爵士舞也引起了观众的热议。

“你看他们的爵士舞跳得多好。”“我一直不

喜欢武术表演的，可是他们的表演真的很精彩，
动作好到位，跟看武打片似的。”“你看他们的模
特队，你有没有在看T台走秀的感觉呀。”“我们
大学当年打CUBA，花钱请来的啦啦队跳得啦啦
操都没有这个精彩，她们真是下狠功夫了。”

据了解，这次参加表演的啦啦队和武术队，
曾经代表济宁学院附属高中参加全国比赛，都
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台下刻苦的训练为他
们在台上的精彩奠定了踏实的基础。

获奖作品向公众开放展示

颁奖典礼结束后，获奖作品在济宁
市群众艺术馆展示厅内免费向公众开
放，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参观获奖画作。

“你看，这里有白雪公主，是你画的好看
还是这个好看？”一位家长指着小学组获
奖作品在问自家的孩子。“这个好看，不
过我以后画的会比这个好看。”

“艾老师，昨天孩子有课没能听成您
的讲座，今天我专门将她带过来，您帮孩
子点评一下她的作品吧。”在昨天的专家

报告会中，济宁学院附属高中的学生小
雨因故缺席，她的父母替她去听了报告
会，一直都在叹息“真该让孩子来听一听
老师的点评。”今天在画展上遇到了艾胜
英老师，就迫不及待地让老师给自己孩
子点评一下“她的绘画功底是挺不错的，
但是还是存在一些缺点……”当艾老师
批评期画作的不足之处是，小女生羞红
了脸，不过还是很认真的记下了自己的
不足之处。“我今年高一，我还有机会改
正我绘画上的缺点，我希望我能尽快修
正自己的不足，将来能拿到‘小白杨’奖，
去当艾老师的学生。”

颁奖现场。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颁奖典礼现场，附高的学生们表演啦啦操为典礼助阵。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济宁的学生和家长品正欣赏获奖作品。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本报记者 马文青 苏冉冉


	H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