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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教务处（科技处）编制 2015 年 9 月

一、科研管理

1. 2013 年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校内科研基金项目

中期检查

2013 年 12 月，科技处对全校在研 20 项（重点项目 7 项，一般

项目 13项）校内科研基金项目进行中期检查，项目检查评定优秀项

目负责人 8名，良好项目负责人 5名，合格项目负责人 4 名，不合格

项目负责人 3 名。

2014 年 2 月，科技处在学校网站上公布了《2013 年校内科研基

金项目中期检查通报》并形成了详细的检查报告，主动和不合格的项

目负责人沟通交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明确要求尽快向科技

处提交 2014 年科研研究计划，加快进度，半年后接受再检查。

2. 我校 2013 年科研成果及文学艺术作品名单公布及奖金发放

根据《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科研成果及文学艺术作品奖励

办法（试行）》（院行字〔2012〕34 号文件）规定，科技处认真组织

各教学单位积极上报该年份本单位教师的科研成果及文学艺术作品，

并对该系列成果和作品进行严格审核、筛选和确认，于 201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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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将审定名单反馈到各教学单位进行确定，经过一周公示期后，

由财务处审核、主管校领导审批后，随教师该月工资（2013 年 4月 8

日）已发放到位，该项经费的发放极大调动了教师自觉参与科研工作

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我校科研工作的前进。

注：2013 年科研成果及文学艺术作品名单详情见科技处网站“科

研成果”一栏。

3.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省级重点（培育）学科——戏剧

与影视学建设年鉴（2013 年度）的编撰工作完成

历时 4个月，科研处终于完成了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省级

重点（培育）学科—戏剧与影视学建设年鉴（2013 年度）的编撰工

作。整个年鉴分为九个章节，包括学科概况篇、规划与管理篇、团队

与名师篇、条件建设篇、学科成就篇、学术交流篇、对外合作篇、人

才培养篇、学术主张篇，约 19 万字，全面真实反映过去一年中的学

科建设成就。

在年鉴编写过程中，新闻传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动画与

数字艺术学院、表演艺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的领导和老师给与了大

力支持。代辉、白云玲、向俊、陈晨、张漫、张冬瑾、沈洁、郑雅丽、

徐晓璐、王乾榕收集整理了丰富的基础文字、图片材料，付出了辛勤

的劳动。年鉴由李敬一教授统筹策划，沈振煜院长撰写前言，肖杏兵

处长完成统稿，范自力、熊吉负责整理校对，并且已经印刷成册。



3

4.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艺术类赛事分类目录（2014 版）

2014 年 6 月，根据院行字（2014）20 号《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

媒学院科研工作量化积分奖励办法（试行）》的有关要求，为了准确

对科研成果和文学艺术作品创作成绩量化和奖励，在各学院统一上报

的本专业内受认可有影响的赛事目录的基础上，科技处经过严格审

查、核定、校验，以及与各有关单位沟通反馈，最终确定了《华中师

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艺术类赛事分类目录（2014 版）》。各专业所列

赛事是指教师参加的赛事，提供了赛事名称、举办单位等信息，并依

据赛事的重要程度划分为 A 级、B 级、C 级三类，A 级赛事一般指全

国性赛事，B 级赛事一般指省级赛事，C 级赛事一般指除 A、B级之外

受公认有影响的行业赛事。

注：2013 年科研成果及文学艺术作品名单详情见科技处网站“科

研成果”一栏。

5. 我校叶鹏博士获 2013 年度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2014 年 4 月份，我校文化管理学院叶鹏博士科研项目“基于文

化与科技融合的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获

2013 年度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这也是我校首次获得该类

科研项目立项资助。2013 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共受理申请材料

1137 份，在获批立项的 249 个项目中，上榜独立学院仅有五所，我

校名列其中。该项目立项，标志着我校在省部级科研项目中再获突破，

凸显了我校教师科研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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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技处落实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转设”的工作情况

根据院行字[2014]5 号《关于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转设”

工作安排的通知》文件精神，科技处按照《“转设”工作材料目录及

任务分解书》、《“转设”工作材料编制与建档指南》、《院（部）“转设”

工作档案建设参考目录》等，进行任务分解，明确工作标准与相关要

求，明确分工，着手转设材料的整理工作。科技处在四月底完成了科

研团队材料、科技工作制度汇编、科技工作简报、教师科研项目材料，

提前完成阶段性目标将转设材料上报给转设办。在五月底完成了教师

发表论文、教师出版专著与教材、我校教师参与学术交流情况的初步

统计材料。六月底，科技处将我校省级重点培育学科建设规划、教师

发表论文和出版教材专著的支撑材料——发表论文的复印件和出版

专著与教材的样书上报给转设办。

截止2014年 6月 30日，我校教师共承担省级教科研项目41项，

校级课题 97项，横向科研立项 35项。学校教师发表科研论文 437 篇，

其中核心期刊 40 篇，出版专著教材 102 部，其中包括国家级规划教

材 3部。我校教师近三年获得 125 项省级以上奖励。

科技处“转设”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严格按照《华中师范大

学武汉传媒学院“转设”工作安排》要求，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

阶段预定目标，通过自查、互查等方式，及时审查、补充、完善材料

工作，并在 2014 年 6 月底前完成“转设”档案材料基本审定工作，

同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及时补充、完善档案建设，迎接省教育厅和教

育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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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校首次获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

我校新闻传播学院青年教师孙黎博士主持申报的《全球化背景下

青年亚文化群体新媒介赋权行为及影响研究》获得 2014 年度国家社

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青年项目立项资助（项目编号 14CH144），实现了

我校建校以来在国家项目上的历史性重大突破，标志着我校科研工作

已经稳步迈进全省独立学院第一方阵。

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申报工作涵盖艺术基础理论

研究、戏剧研究、音乐研究、舞蹈研究、美术研究、设计艺术研究、

艺术文化综合研究以及电影、广播电视及新媒体艺术研究等八个艺术

门类和领域。今年共受理 2148 项申报材料，通过资格审查、通讯评

审及资料发送工作，经过“背靠背”打分，根据项目得分排名，最终

确定 159 项获准立项名单，其中重点项目 10项，一般项目 85项，青

年项目 49项，西部项目 15项。我省共有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

我校三所高校获得项目立项，其中我校为全国唯一获得国家社科基金

艺术学项目立项的独立院校。

二、科研信息

（一）.科技处最新修改制定的科研规章制度

1.《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及优秀科研工

作者评选（试行）》（院行字[2014]24 号文件）

2.《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省级重点学科建设专项经费管理

办法（试行）》（院行字[2014]23 号文件）

3.《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校内科研基金项目管理办法》（院

http://www.whmc.edu.cn/kjc/kyzc/xxkyzc/2750.html
http://www.whmc.edu.cn/kjc/kyzc/xxkyzc/2750.html
http://www.whmc.edu.cn/kjc/kyzc/xxkyzc/2749.html
http://www.whmc.edu.cn/kjc/kyzc/xxkyzc/2749.html
http://www.whmc.edu.cn/kjc/kyzc/xxkyzc/27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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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字[2014]22 号文件）

4.《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院行字

[2014]21 号文件）

5.《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科研工作量化积分奖励办法（试

行）》（院行字[2014]20 号文件）

6.《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学术梯队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院行字[2013]18 号文件）

7.《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院系科研工作会议制度》（院行

字[2013]17 号文件）

8.《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科研团队建设及管理考核办法

（试行）》（院行字[2013]16 号文件）

9.《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管理暂行办法》（院

行字[2013]15 号文件）

注：以上新修改制定的科研规章制度详情见科技处网站“科研政

策”一栏。

（二）.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为适应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借鉴部分发达国家通过设立

基金的方式对艺术创作进行资助以及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出版

等领域基金制管理的成功经验，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论证，文化部、

财政部提出以财政拨款为主，吸引和带动社会资金投入的方式设立国

http://www.whmc.edu.cn/kjc/kyzc/xxkyzc/2747.html
http://www.whmc.edu.cn/kjc/kyzc/xxkyzc/2746.html
http://www.whmc.edu.cn/kjc/kyzc/xxkyzc/2746.html
http://www.whmc.edu.cn/kjc/kyzc/xxkyzc/2745.html
http://www.whmc.edu.cn/kjc/kyzc/xxkyzc/2744.html
http://www.whmc.edu.cn/kjc/kyzc/xxkyzc/2743.html
http://www.whmc.edu.cn/kjc/kyzc/xxkyzc/2743.html
http://www.whmc.edu.cn/kjc/kyzc/xxkyzc/27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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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艺术基金。2013 年 12 月 30 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国家艺术基金

成立。

1、国家艺术基金资助范围、方式和时间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范围与方式：国家艺术基金资助范围包括艺术

的创作生产、传播交流推广、征集收藏、人才培养等方面。项目资助

立足示范性、导向性，努力体现国家艺术水准。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分为一般项目和特别项目。

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方式分为三类 ：项目资助，即根据项目申

报类别及评审情况予以相应资助；优秀奖励，即对优秀作品、杰出人

才进行表彰与奖励；匹配资助，即为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支持艺术发

展，对获得其他社会资助的项目进行有限陪同资助。

国家艺术基金 2014 年开始首次项目申报，基金面向全社会，国

有、民营、机构和个人均可申报。申报时间从 6 月 6 日开始，至 8 月

5日止。

2、国家艺术基金 2014 年度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国家艺术基金 2014 年度资助项目申报指南的设计，是根据《国

家艺术基金章程》、《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管理办法》制定的，分别是

《2014 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申报指南》、《2014 年度美术、

书法、摄影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申报指南》、《2014 年度传播交流推

广资助项目申报指南》、《2014 年度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1）《2014 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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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申报指南”的设计，不仅注重与以往

艺术工作的对接，也兼顾了舞台艺术门类的全面性，这次就对过去相

对弱势的“小型舞台剧（节）目和作品”单列出来，予以关注。

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包括“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和“小型舞台

剧（节）目和作品”两部分，含原创、根据其他艺术样式或剧种改编、

移植，以及传统剧目经重大加工提高的整理改编剧目和作品。

大型舞台剧和作品指的是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杂

技剧、木偶剧、皮影戏、小剧场戏剧、交响乐和民族管弦乐等艺术门

类。

大型舞台剧和作品资助项目只受理设立三年以上的艺术机构和

单位的申报，不受理个人的申报，每一个艺术机构和单位可申报一台

（部）大型舞台剧或作品。国家艺术章程规定，基金的资助方式分为

项目资助、奖励资助和匹配资助三种。大型舞台剧和作品的资助方式

属于项目资助，即从一度文本创作起始，到全剧完成规定的演出的场

次为一个资助周期。

小型剧（节）目和作品指的是小戏曲（包括折子戏）、独幕剧、

小歌剧、音乐（独奏曲、重奏曲、室内乐、民乐小合奏、合唱、歌曲）、

舞蹈（单人舞、双人舞、三人舞、群舞）、曲艺、杂技、魔术、木偶、

皮影。小型剧（节）目和作品的资助方式是奖励资助，是对已完成的

剧（节）目成品进行评审，旨在通过选优拔萃方式推动创作。入选的

作品将给予不超过 20万元的奖励资助，主要用于该资助项目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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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出版和传播交流推广。2014 年度将资助 300 个小型剧（节）

目和作品，再从 300 个资助项目中评审出 30个重点资助项目。

小型剧（节）目和作品资助项目受理个人申报，同时也受理艺术

机构和单位的申报，均可申报 1部。个人申报小型剧（节）目和作品，

为的是激发艺术单位创作骨干的创作热情，优化和改善艺术单位的创

作组织形式和机制，同时也为社会上的个体艺术家和艺术工作室提供

了机会和空间。申报项目的艺术机构和单位应是设立三年以上的各种

所有制机构或单位，个人应是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大陆）户籍

的个人。国家艺术基金目前还只对具有大陆户籍的个人申报，随着基

金资助的逐步展开，国家艺术基金以后有可能也面向港澳台和海外项

目。

2014 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 60 台（部）左右原创大型舞台剧和

作品，按照 3:3:4 的比例给予资助。项目立项资助 30%，主要资助编

剧、导演、作曲、舞美设计等主创人员的创作；项目首演经评估后，

再给予 30%的资助；完成规定的演出场次后，支付余额。

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重点资助以“中国梦”为主题的原创剧目

和作品，鼓励艺术表现和风格的多样性。具体要求为：反映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艺术；表现现实生活，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追求真、善、

美；突出艺术本体，具有较高审美价值、艺术品位和艺术个性；推出

创作新人，激发创作活力，体现艺术创新和探索精神的优秀剧（节）

目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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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4 年度美术、书法、摄影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美术、书法、摄影创作人才资助项目，资助对象为创作个人，因

为美术、书法、摄影多是个体完成的创作。借鉴国内外同类基金项目

设计的一般思路和我国的具体情况，考虑青年时期是艺术创作最旺盛

的年龄阶段，也最需要支持和鼓励，美术、书法、摄影创作人才资助

项目的申报主体确定为 45 岁以下（联合国确定的青年年龄标准），

也就是 1969 年 6 月以后出生的优秀艺术人才，旨在推出创作新人，

激发创作活力，体现艺术创新和探索精神的艺术作品。

2014 年度美术、书法、摄影创作人才资助项目中的美术创作人才，

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粉）画、漆画、工艺美术创作人才。

壁画和艺术设计人才暂时没有包括在此次资助范围内。

考虑美术、书法、摄影创作的一般成本和现实情况，2014 年度资

助的 500 个左右美术、书法、摄影创作人才项目，将给予每一个被资

助人才 1 万到 10 万元不等的资助，用于写生、材料购置等。对资助

项目，即创作人才的结项验收，将分三个层次进行资助。第一个层次

是对 500 个资助创作人才的创作作品结集出版；第二个层次是从 500

个资助创作人才中评审出 50个重点资助创作人才，资助创作的作品

进行展览；第三个层次是对 50个重点资助创作人才的作品进行评审，

择优征集收藏，按公益性原则支付费用。45 岁以上的美术、书法、

摄影创作人才，可以通过“传播交流推广项目”得到支持。

（3）《2014 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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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交流推广项目，旨在盘活、整合、推动优质艺术资源在更大

范围的深度共享，推动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民众、艺术与社会的深度

融合。

传播交流推广项目，应做到两个避免：一是避免与市场机制相冲

突。凡能通过市场顺利实现的，不应作为基金的资助项目；二是避免

单纯追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进京、出国演出和展览。传

播交流推广项目，要突出公益性，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形成。要尊重传

播交流推广的规律，鼓励项目创新，发掘和拓展多样化的传播交流推

广渠道、载体、内容和方式、方法，鼓励跨区域、跨领域合作和多种

艺术内容的综合利用。

2014年度资助40个左右优秀舞台艺术项目和40个左右优秀艺术

展览项目在国内的传播交流推广，资助 10项左右体现国家艺术水准、

讲好“中国故事”的“走出去”项目，在国外的传播、交流与推广；

资助体现导向性、示范性的全国性、区域性综合艺术活动；资助一批

特色鲜明、创意新颖、小型多样的传播、交流与推广项目。

从传播交流推广项目的活动组织方式看，是个人难以完成的，因

而基金不接受个人申报。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面向设立三年以上的

各种所有制机构或单位，采取匹配资助方式，资助额度占项目总投入

的 30%。

（4）《2014 年度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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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资助项目，面向设立三年以上的各种所有制机构或单

位，重点资助特殊的、急需的、紧缺的青年艺术人才和复合型艺术管

理人才。

指南中设定了 23个 2014 年度人才培养推荐项目，供申报主体在

申报时参考。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不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学历教育，也

与社会上的高收费艺术培训相区别。艺术基金的人才培养项目应重在

艺术实践和经验传授、重在创新能力、艺术视野和专业技能的学习提

高和拓展，体现高层次、灵活性、多样化的特点。培训时间一般以半

年为期，不少于一个月。经评审确定为承担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的艺术

机构和单位，应从促进事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具有全局的眼光和胸怀，

站在全国的高度办培训，不能仅仅着眼于局部利益，办成本部门、本

单位的人才培训。人才培训项目的相关费用，包括教师讲课费，学员

食宿费、艺术实践费等费用，由基金资助，原则上不得向学员另行收

取。

指南中对申报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的机构设定了 4 条申报条件：具

有公益服务意识、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实施项目的设

施条件、师资优势和良好信誉；在本领域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有详

实、新颖、可行的培训方案。对培训对象也设定了 3 个条件：热爱祖

国，遵纪守法，恪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

神；有潜质、有才华、有一定影响力和代表性，在本专业崭露头角的

艺术创作人才；具有一定理论素养、实践经验和成长空间的艺术经营

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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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个资助项目申报指南的设计，舞台艺术和美术、书法、摄

影项目的起点是创作，分别以演出和展览、收藏结束；而传播交流推

广和人才培养项目，在实施的内容和过程中，也包含了剧目和作品的

适应性修改提高和创作实践。因此，这四个指南在分类上界限相对明

确，但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反映了艺术活动内在的联系性和连续

性的特点。

这四个指南的资助重点和范围、资助方式和申报主体等，可以比

较灵活地随基金资助工作的不断推进而有所调整，逐渐深化和拓展，

从而更加全面和完整。目前，考虑是基金资助的开局之年，这四个指

南所载明的内容，从基金管理者来说，便于操作，从申报主体来说，

也比较熟悉，便于理解指南的意图、展开申报工作和项目实施。

编辑：熊吉 审核：肖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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