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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liberal arts"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measure that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r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kes inheriting cultural roots as the basis, innovat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as the direction and cultiva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s the core, and focuses on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ests 

of art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status quo of education mode in art colleges, this paper takes environmental design as 

an example. As a typical application-oriented discipline, it should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e-oriented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al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construct an educational model with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art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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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文科”是顺应时代的发展、产业架构的变革，是国家高等教育层面的发展一个重大举措。新文科以传承国

家文化根脉为基底，创新文化发展为方向，以树牢文化自信为核心，着力于推动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本文致力于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基于艺术院校学生的特点、兴趣以及艺术院校育人模式现状，以环境设计专业

为例，其作为典型的应用型学科，更应着力于实践型人才培养。本文力求探索在新文科背景下艺术院校中的环

境设计专业如何构建具有当代艺术类院校文化特色的育人模式。 

关键词:新文科、育人模式、环境设计、艺术院校 

1.前言 

新文科改革并非是对传统文科的一种完全否定

和彻底的一种颠覆,而是对于中国传统文科的一次拓

展优化与不断深化。艺术学作为一门年轻的理论学科

正式升门也仅仅只有十几年，新时代艺术创作的蓬勃

发展同时促进了艺术社会地位的提高与人才需求的

提升，而艺术教育的发展问题也不断凸显。当今我国

艺术院校规模的不断扩大且办学条件的强势增强，原

有的育人模式仍停留在小规模教学与单一教学模式

上。本文从与新文科改革角度出发探索新文科背景下

艺术院校的育人模式，从学科融合、校园文化、思政

教育三个角度来探讨新文科背景下艺术院校育人模

式的构建，力图评述新时代发展背景下艺术院校育人

模式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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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文科背景下环境设计专业育人模式改革

的重要性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是一门集实践性、应用性和市

场性为一体的综合性设计门类
[1]
。对于环境艺术设计

专业建设的方向来看，是改革方向偏向于“理论+实

践”的教学模式，学科理论知识的传授与吸收是人才

培养过程的根基，学生学习实践能力的培养是基本脉

络，用社会主义科学的视角来确定其特点及其研究

定位，确保新文科专业教育的课程系统的创新融合,

探索新文科背景下课程专业新的教学模式,促进学

科专业与新课程系统的融合。以专业技能作为核心

结合校企合作平台、研究项目作为学生培养的外部驱

动动力，以此“理论+实践”的育人模式的构建，一

方面能够使得学生的思维设计能力和专业技能能力

的提升，另一方面，对于现阶段，与国家主张的应用

型技术人才的培养相吻合。培养出面向社会，竞争能

力与适应能力都适用于社会的应用型人才。 

3.环境设计专业教学现状分析 

环境设计专业人才的培养注重于学生要具有较

强的理论基础能力，设计动手能力以及软件操作技能，

在此基础上，需要熟悉装饰材料品类以及建筑施工工

艺。环境设计专业是多个学科科目都需学习的综合型

学科门类，所要学习的课程门类也非常之多，其导致

的问题就是专业课设置杂乱繁多，学生貌似什么都学

习了，但同时掌握的技能却又不多。目前，大部分的

艺术院校中的环境设计专业课程教学主要以理论专

业知识教授为主，在方案设计过程中，图纸的“整洁”、

“美观”是侧重点，在整个的设计过程中忽略了该设

计方案的可行性和实用性等问题，导致学生的实践动

手能力欠缺。这种学习教学模式与当前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相悖。因此，应用型、创新型人才教学模式改革，

“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成为当下环境设计专业人

才培养的关键。 

4.探索新文科背景下环境设计专业综合育人

模式 

4.1.多学科交叉融合型的改革实践 

在新文科背景下高校教育教学理念制度创新建

设过程中，培养大学生创新素质、创业能力也是当前

高等教育院校教育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培

养和提高大学生创新和实践的能力,让大学生掌握基

本的创新知识和实践的技能，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突破

现有的教育教学理念，推陈出新，在创新驱动战略背

景下进行艺术类高等教育革新方向的路径探索。 

4.1.1.课程设置的系统性，优化人才培养体系 

多学科融合课程、环境设计的基础理论课程、专

业核心课程、跨学科交叉新形态专业理论课程教材建

设为侧重点，打通多学科之间的壁垒，探究学科多元

融合的新文科专业通识课程以及教学科研融合课程

的教学改革新模式实践
[2]
。针对环境设计专业课程的

教学来看，教师可依据开放性的实践教学内容，根据

授课的内容来进行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探索构建出

为学生专业理论与创新创业实践内容相融合的开放

性实践课程体系。 

4.1.2.教学体系改革更新，优化教学内容 

在网络高速发展的现代化信息社会，环境设计作

为一门需时刻把握时代风向，跟随时代发展脚步的课

程，相关专业的老师也应积极学习汲取新的教学方式，

基于时代需求，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现阶段的环境设计专业课程教学对于基础理论课程

教学为侧重点，实践教学内容与本专业教学内容出现

脱钩情况。环境设计专业实践课程建设重点是实现线

上虚拟教学与线下真实的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创新创

业思维以及综合技术操作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可与相关企业达成合作，使学生在

实践中进行学习，使学生能够全面深入了解到相关行

业设计流程、管理方式等；进而构建出“学校+企业”

的长期规范化合作实践教学基地
[3]
。艺术类院校实行

新文科建设教育课程体系融合，体现了当代社会新的

人才培养理念,也是国家在对原有的课程学科建设过

程中面对问题的解决和探索过程。其目的不仅是为了

减轻和缓解就业压力,更主要是可以帮助地方经济的

发展以及为社会进步而培养出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

复合型技术人才。 

4.1.3.调整专业课程学时，构建多元化教学 

环境设计的专业课分为：理论课+实践课两部分。

而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需根据实

际进行课程设计，培养学生的基本专业知识素养和实

践操作能力。本科生的课程以基础知识夯实-实践能

力培养-拓展知识为主要的教学框架；研究生在两或

三年的学习过程中则要将之贯穿始终，专业型硕士更

加侧重于实践知识的培养，学术型硕士则侧重于艺术

学课理论知识框架的构件。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理论

课程是学生专业学习的基础，是实践课程开展的前提；

实践课程是对于理论专业课程的巩固与专业能力的

促进，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设计思维能力和设

计能力。理论课与实践课的课程设置强调学科类型的

多元融合，结合高校环境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对于理论课和实践课的占比进行动态调整，探索学科

融合的教学改革新模式实践。 

4.1.4.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的创新也是探索环境设计育人模式的

途径之一。在互联网资源多样化时代下，教师单一教

授专业教学知识已不能满足当前育人模式下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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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需求。高校可引入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改

变以往教师作为课堂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师从讲授者

向引导者、指导者的身份逐渐转变，学生在环境设计

专业学习过程中进行主导，教师在此主要发挥的是引

导作用。此外，在翻转课堂授课模式下，教师可将与

环境设计专业有关的课程特点与案例教学资源整合

聚集，让学生提前预习，熟悉本专业的课程教学内容，

充分发挥和调动起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4.2.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 

如果说艺术院校的核心工作是培养一批又一批

专业技能一流同时素养全面的艺术型人才,那么想要

真正实现这样的育人目标就必须通过综合育人模式,

有机地整合自己的教育资源,充分发挥自己各方面的

教育优势。笔者认为在进行艺术类院校校园文化综合

育人的模式下，应遵循几点原则： 

4.2.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校园文化的营
造建设的主导作用 

在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艺

术院校应与之并进，并有所作为，通过对校园文化的

建设,为其实现综合性教育育人的理想目标奠定了基

石，使得学生在优秀的校园文化中，耳濡目染，全方

位发展。 

艺术院校一定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基础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校园文化熏陶建设的必行

性。艺术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

心，提高高校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为发展方向；以多

才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为依托，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校园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核心的价值观与思想政治教

育融合到整个校园的文化建设当中,使之成为一体。 

4.2.2.校园文化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育
人环境 

艺术院校的每个学生都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和

个性特点，校园文化的价值在于通过环境去影响人。

而一个学校有良好的校园文化，那么在其正确的价值

引领下有助于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育人环境和成长环

境
[4]
。 

高校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院校，思想政治

教育也是其必不可少的教育环节，思政教育与校园文

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个开放包容的校园

文化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总归会有一些出挑的思想闪

烁其中,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扼杀,而是顺应引导,立足

于中华民族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吸收和借鉴当代的先

进文化,,以新时代学科和社会民族文化建设为背景,

将校园文化与当代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为广

大学生营造更好、更全面的校园文化环境。当高校的

校园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方向相一致的情况下，

高校的思政教育才能发挥其强大的政治导向作用，确

保校园文化建设方向的准确。 

4.2.3.校园文化的建设以学生为主，教师为引
导来进行建设 

艺术院校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校园文化的建设，

培养学生的参与感与荣誉感，激发学生在校园文化建

设过程中的所产生的创造力与创新能力。校园精神是

校园文化的灵魂与核心，是深层次的群体精神意识和

群体认同感
[5]
，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都拥有着得天独厚

的艺术文化素养和良好的文化道德修养,艺术类专业

的学生充满着活力和蓬勃的青春朝气。而在进行校园

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管理规范、价值引领导向等功能

中都是需要专业的教师来进行引领性建设的，这些功

能的实现都需要教师在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能够

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导作用,为人师表、言传身教的进

行校园文化塑造和思想道德的形成,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三观。 

4.3.思政教育融入环境设计专业 

高校大学生的政治生活实践中离不开思政教育，

其对学生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意识培育和人格

塑造也发挥着促进推动作用。现实的需求使得公共艺

术课在向学生传授艺术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必然承载

着政治教育的目的。 

艺术课堂与思政教育相融合，对于学生在课堂学

习过程中热情的提高、学期课程的思考理解都有促进

提升的作用。对于环境设计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要充

分立足本专业的学科特色、课程内容的要素和学生特

点,遵循环境设计专业的教育规律和学生的成长与发

展规律，强调课程实施过程中的“专业性”。立足专

业课程，而非思政课，有机融合是“盐”+“水”，

而非“水”+“油”。是课程思想引领性更强，有利

于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感。 

4.3.1.挖掘红色艺术资源融入思政课程 

高校艺术生除了在进行艺术技能学习掌握的同

时，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道德导向的选择也是一

直以来思政教育的核心工作。 

环境设计专业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发展，就要求教

师这个“引路人”将这些红色艺术资源融入进思政课

堂，挖掘红色的艺术经典中与红色思想政治教育所相

互交叉的一个闪光点来引导艺术专业的学生，充分发

挥环境设计专业课程。将”红色”的文化元素融入进

艺术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中，环境设计专业与思政教育

的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专业课程特点，合理设计教学

内容。让学生能够感受到自己专业与思政课程有交融，

从而提升学习兴趣，能够将思政课程的理论知识运用

在自己的专业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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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案例分析、名作赏析、上手实操等多种方式，

将“红色”文化基调融入艺术专业教育课程之中；在

环境设计专业课堂练习过程中，可操作练习地域红色

文化艺术场馆的设计制作，不仅能够使学生在应用型

技术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对于设计调研过程中通过

对案例的综合分析和掌握，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6]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4.3.2.艺术类课程作业与思想政治实践活动
相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与艺术实践的融合，除了能让高校

艺术生在艺术作品中和实践活动中寓教于乐，还能够

提升学生的政治修养和道德品格。设计学科的课程作

业与毕业选题可以是立足于党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在设计与创作上始终保持以广大人民群众为

中心的设计与思想方向。设计作品要讲好中国故事、

传递中国价值，体现创新意识，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元素运用进设计中，从而创造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现实题材展览作品。发挥自己的知识与专业技能,

才能够真正地融入到社会中进行思想与政治教育,显

现出高校思想与政治实践活动的意义与思想教育性,

影响高校艺术生的思想意识,真正地实现了思政教学

与艺术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 

4.3.3.创新思想政治文化教育和教学模式 

设计类专业的发展方向应与国家战略目标、社会

发展需求、科技创新发展紧密结合的主题环境设计、

社会创新服务设计、新文创等新的设计应用研究方向。

而思想政治课程体系机制的完善仍然是需要相关部

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才能够完成,专业老师可以通过

借助于艺术的表现形式把抽象的思想政治科学知识

鲜活地呈现出来,利用艺术类的课程资源,开发一种

适合于艺术类专业学生的一种创新型授课模式和有

效路径。 

加强设计学科内部的融合创新，不仅与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的协同创新，对于持续挖掘思政元素，将

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穿设计学基础课、专业课、实践

课等学科体系中，实现多学科课程的双轨联动
[7]
。健

全应对设计技术领域日新月异的高度变化、不断出现

的新学科、新课程和新方向的学科而设定的动态机制，

推动思政教育和专业课教育之间的有机融合，从而培

养出“全能型”“智能型”“技能型”的“三能人才，

造就能过积极应对社会变革创新的高级技术人才。 

5.结语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结合多学科课程知识

融合，调整环境设计专业的教学模式是基本框架；校

园文化的建设是外在影响因素，使得学生在学习生活

过程中耳濡目染；思政教育作为内在影响因素，从思

想上影响学生价值体系的构建。为新时代应用、复合

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外在与内在动力，切实提高学生

创新创业技术能力和文明素养，推动环境设计专业教

学改革，实现环境设计专业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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