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新简章 

江苏师范大学属江苏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高校，是区域引领性示范高校，教育部本科教学 

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多次 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标兵和全国文明单位。学校拥有泉山、云龙、 

奎园和贾汪 4 个校区。设有 22 个专业学院及继续教育学院等 。学校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师资队伍 

建设取得显著成果。 

江苏师范大学金色年华艺术培训中心位于风景秀丽的淮塔风景区。艺术中心依托学校优质资 

源，拥有良好的教学场所和设施，师资力量雄厚，专业教师课程教学获得多项国家级、省级奖项，为高 

校服务社会提供了有力保证，成为中老年人等继续学习的教育基地。目前，中心已举办各类学习班 

26 个，参加学习人数 3000 余人次，参赛节目多次获得省级以上奖项，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报名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及社会公德。 

2、遵守校规校纪，身心健康。 

报名时间：即日起，额满为止。 

咨询报名电话：0516-80268768(奎园校区)，83867585（云龙校区） 

学院网址：http://adedu.jsnu.edu.cn 

报名地点：江苏师范大学奎园校区继续教育学院教学楼 二楼东 224 室（徐州市解放南路淮塔南 

门东 150 米）云龙校区教二楼 207 室（徐州市和平路 57 号） 

上课时间：3 月 1 日报到。3 月 4 日（周一）开始上课。 

备注： 

退学学员在开学第三周前办理退费，退费收取 20% 手续费。第四周不再办理退费，学费不得延 

续使用，不再办理转班学习。 

中心部分教师简介 

孙巍巍，长笛演奏家，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管弦系，在校期间一直担任南京爱乐乐团首席长笛，后 
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师从我国著名长笛演奏教育家张志华、朱同德先生。2014 年考入美国南加 
州大学访问学者，现任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长笛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鲁言，江苏省诵读专家（省语委命名），徐州市朗诵协会顾问，徐州市播音与主持学会常务付会长， 
徐州市孔子学会副会长。 

赵星，中国音乐家协会古筝学会理事，江苏省音乐家协会古筝学会副会长，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古筝教师。徐州“紫薇·星筝乐团”创始人兼团长。先后师从南京艺术学院涂咏梅教授、中央音乐学院 
李萌教授、同期也得到了中国音乐学院王中山教授的教益。专业方向及讲授课程：古筝表演与教学。 
 
 
 
 
 
 

王莹，南京晓庄学院音乐学古筝专业本科毕业。南京晓庄学院音乐学古筝专业本科毕业。师从
中国古筝名家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阎爱华和青年古筝演奏家吴晴晴老师，现在已是演奏级水平。王老
师多次参加省和国家级古筝比赛，多次荣获成年古筝组金奖、省级少儿古筝组金奖。获得 2007 年
“阳光杯”艺术大赛金奖；2009 年“和谐颂杯”全国艺术教育成果比赛金奖；2013 年“情耀中华”全国艺
术教育成果大赛金奖和“优秀辅导老师”称号等多个奖项。她从事古筝教学培训多年，教学成果显著，
深受学员欢迎。培训的学生数十人被大学音乐、古筝专业录取，参加省和国家古筝比赛获奖。 

闵玲莉，徐州工程学院音乐系毕业，高级教师职称。从事音乐教育 40 余年，教学经验丰富，成绩显 
著。曾任十五年的徐州市政协委员，徐州市音乐家协会理事，徐州市音乐教育中心组成员，徐州市音乐 
教育艺术人才先进个人。参赛先后获全国小合唱比赛一等奖，江苏省中小学艺术展演一等奖，二等奖， 
徐州市教师合唱比赛一等奖等。 

李楚楚，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毕业，师从著名音乐教授董兵院长，在多所培训学校担任教 
学工作，教学经验丰富。2010 年获四川省第三届声乐大赛美声组最具潜质奖；2011 年获第八届中国 
音乐“金钟奖”城都市分赛场美声组优秀奖等；2013 年获四川音乐学院首届声乐大赛美声组第三名等。 

张凯泽，江苏省徐州孔子学会国学大讲堂特聘教师。曾多年受聘于徐州电台教唱京剧，并多次举 
办大型京剧知识讲座。长期受聘于徐州及周边地区进行京剧教学工作的交流。张老师文化底蕴深厚， 
教学态度严谨，能拉会唱、生旦俱佳，并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其亲授弟子里已有多名分别考入了中国戏 
曲学院，上海戏曲学院，江苏省戏曲学院京剧，昆曲和京胡专业，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老旦人才，深受 
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好评与拥戴。 

 

http://adedu.jsnu.edu.cn/


姚森，中阮、柳琴和琵琶专业老师，师从著名柳琴大师王惠然，军艺老师 陈亚明。数十年从事中阮、 
柳琴、琵琶研修和教学工作，教学经验丰富。并将理论知识和实践教学紧密结合，编写了适合中老年朋 
友学习的教材，深受学员欢迎。 

张振宇，中国音乐家协会手风琴学会会员 ，以江苏省手风琴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徐州师范大学， 
师从仲凯老师。2000 年获得山东鲁艺手风琴大赛一等奖。2014 年获得全国金杯手风琴大赛二等奖。 
2015 年应邀参加‘亚太国际手风琴艺术节’，荣获优秀组织奖。多年以来致力于艺术教育工作，尤其在 
手风琴乐团建设有丰富的经验和教学成果，培养的学生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寓教于乐，因材施教是教学 
宗旨，快乐手风琴教学是教学风格的一大亮点。 

张旭雨，艺名巴胡子，著名网络有声小说演播人，中国朗诵高级教师，中国文化艺术协会有声视听 
委员会常务理事、徐州市朗诵艺术协会副主席。他拜师著名有声艺术演播大师艾宝良先生，为多家公 
司录制有声小说上千万字 70 余部，荣获 2011 年和 2012 年度有声小说最佳男播、2014 年度首届中国 
好声优大赛金奖，被誉为“历史王”。他的演播细腻而有磁性，自成一派。其代表作有【回到明朝当王爷】 
等。 他培训了大量优秀演播人才，桃李满天下。 

张怡忻，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专业：舞蹈编导。参加第十届全国舞蹈大赛荣获二等奖；参加山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参加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群舞获一等奖；参加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技术技巧组 
合获三等奖；参加徐州市第二届舞蹈大赛群舞获一等奖，徐州市第二届舞蹈大赛双人舞二等奖；参与江 
苏省运动会开幕式演出；参加江苏省民族健身操获集体一等奖。 

李玉华，江苏师范大学教师，担任老年大学书法教学工作。他教学、研修书法艺术数十年，专业水 
平高，教学经验丰富。作品多次获得省级职工书画奖项并被有关单位作礼品赠送国家、省级有关领导 
和国外友人，获得好评。 

李继华，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国画院特聘画家，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一级画师，天风书画 
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作品《狼牙山五壮士》入选中国美协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画展，同年此作 
品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国际艺术作品展获一等奖。作品《太湖晨曲》等在全国书画展中获
奖。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参加中韩举办的“锦绣河山——中国画精品韩国展”，赴韩国出席开幕式。获四
百家荣誉奖并被授予“优秀艺术家”荣誉称号。 

张自昆，花鸟画家。拜师黄胄、孙其峰等名家，承袭青藤画风，专攻写意花鸟，从名家身上得到了真 
传。其丈二幅画作《松猴图》，洗练的笔墨勾勒出群猴活泼天真的形态，显示了大家风范。他的写意花 
鸟笔墨凝炼沉毅，寓情含义隽永，风格超凡脱俗，在画界受到关注。 

苏玉龙，苏老师从事钢笔画研究和创作 20 余年。创作钢笔画 500 余幅。多次成功举办个人画展， 
数次参加国家、省、市绘画展并获奖。在书画杂志上发表多幅作品获得好评。 

李军，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摄影专业教师。从教三十余年，教学经验丰富，成绩显著，深 
受好评。其作品《走出大山》获得全国 23 届全国摄影艺术展优秀奖。 

刘学文，贵卅省摄影家协会创作部主任。贵州省艺术摄影学会副秘书长。中央数字电视摄影频道 
主讲老师。作品《最后的冲刺》获 1991 年东南亚国际影展金牌。作品《回旋曲》获全国第十八届摄影展 
银奖。 

田然，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从师于吴家林老师，在摄影创作的领域里辛勤耕耘了 20 余年。跑遍 
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创造了一大批感天动地的风光大片，和人文纪实作品。该同志的作品曾为徐州捧 
得首届江苏摄影奖并多次在大众摄影、中国摄影等中国该领域中的核心杂志上发表。在国内摄影界享 
有很高的艺术声誉。近几年来，该同志更是厚积薄发，连续在国际大奖和银国展中夺得金奖，银奖。 

周冬梅，摄影后期制作专业教师。常年从事 pS 创意和培训工作，教学经验丰富，深受好评。其培 
养的学生若干名己成为江苏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郝一鹏，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葫芦丝、巴乌专业委员会会员。获得国家级民族管弦乐协会、考级 
委员会和全国总决赛优秀指导老师奖励证书。带队获得省级葫芦丝比赛一等奖。 

张惠春，江苏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全国排舞运动推广中心江苏分中心推广部副主任、国家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体育总局国际健身秧歌、广场舞、腰鼓教练和国家级裁判员、健美操一级裁判 
员、广场舞导师级教练。带队参赛荣获国家级一等奖。 

李桂玲，江苏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国家级体操一级裁判员。专职《体操》、《健美操》和《形体 
美姿》等课程的教学，专业从教 30 余年，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曾多次参加省和国家级比赛获奖。 

陈健康，全国国际标准舞舞蹈协会会员，获得英国皇家舞蹈协会国际标准舞铜牌和银牌认可证书。 
获全国国际标准舞公开赛壮年组第一名，全国国标舞公开赛摩登舞甲 B 银奖，职业新星金奖。 

吴清，徐州模特协会理事，徐州老年大学模特队教练，模特高级班专职教师。她多次参赛斩获省市 
专业比赛一、二等奖；2014 年获得世界华人春晚模特节目《中国梦，大汉风》最佳编导奖，其事迹被《当 
代徐州》杂志“时代精英”栏目专刊报道。江苏省委新闻网、国家文物局网、江苏文明网、徐州日报、徐州 
电视台等多次报道，成为业内“品牌教师”。 

陈炳伊，华北首届东方舞艺术节和华东首届东方舞艺术节评委及授课导师、表演嘉宾；第二届东方 
舞艺术节评委、授课导师及表演嘉宾；华东肚皮舞节表演嘉宾及授课导师；2017Golden Belly 全球东方 
舞艺术大会授课导师、大赛评委及表演嘉宾；2017 年香港亚太东方舞大赛评委及授课导师；全国各城 
市东方舞集训导师。教学特点：教学生动细腻、课堂氛围活跃；教学经验丰富，教程面向不同会员针对 
性强，在业内知名度高，深受欢迎。 

夏玲，获颁国际各大瑜珈专门机构教练资格证书，获得“富曼欧杯”上海首届国际健身瑜珈邀请赛 铜
奖。持有亚太国际瑜伽协会高级导师教练证及 U.S.A 瑜伽美臀高级导师教练。NASM–CTP 美国医 

学运动私人教练证。被业界誉为“美臀特色瑜伽教练新秀”。 教学特点：课程风格细腻、连贯、流畅，分 解

细致。擅长与学员沟通，根据会员的自身条件和锻炼目的有针对性的进行辅导。在授课中善于引导 

学员将体式、呼吸及意识全然结合 、身心合一的投入瑜伽联系中。 

秦郡遥，毕业于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现任徐州泓云堂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州泓 
云堂中医中药研究所所长，徐州泓云堂中医门诊部主任。秦郡遥教学团队授课教师为徐州泓云堂中医 
门诊部临床经验丰富的省内全国知名专家。教学以“传承国粹，厚德济世，康乐于民”的理念，融预防、 
治疗、养生康复三位一体的医养模式，坚持中医“辨证施治”为民诊断，传承“中医治未病”的传统理论， 
杜绝“过度医疗”和“过度检查”，将中医养生理论、推拿、幼儿常见病状应对等知识传授给民众。以平等 
博爱之心，大医精诚之道，授以民众温馨的医疗保健服务知识，以“实效”解决民众疾苦，养生保健、治未病。 
 
 

 



开办专业一览表 
招生专业 学制 课时（每学期 16 周） 招生人数 每学期收费(元)标

准 

教师 

国学 2 年 周二下午  2：30-4：30 50 300 本校知名教授教学团队 

朗诵艺术 2 年 周五上午  9:00-11:00 50 300 张旭雨（专业教师） 

朗诵艺术提高班 2 年 周六上午  9:00-11:00 50 300 鲁言（专业教师） 

书法提高班 2 年 周二上午  9:00-11:00 50 300 陈硕（专业教师） 

书法基础 2 年 周三上午  9:00-11:00 50 300 李玉华教授 
 

国画（山水、花鸟人物） 
2 年 

周五上午  9:00-11:00 50 300 张自昆、李继华（专业教师） 

周日上午  9:00-11:00 50 300 本校专业教师 

硬笔画 2 年 周五上午  9:00-11:00 50 300 苏玉龙（专业教师） 

摄影 2 年 周三上午  9:00-11:00 50 300 李军、刘学文、田然（专业教师） 

摄影基础班 2 年 周三下午  2：30-4：30 50 300 李军 
 

摄影后期制作 2 年 周四上午  9:00-11:00 插班 30 300 
 

周冬梅（专业教师） 
2 年 周四下午  2：30-4：30 50 300 

长笛 2 年 周一下午  2：30-4：30 50 300 孙巍巍教授教学团队 

二胡 2 年 周二上午  9:00-11:00 35 300 沈涛副教授教学团队 
 

葫芦丝 
 

2 年 

 

周一上午  9:00-11:0 

 

35 

 

300 

 

郝一鹏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 

古筝五班 2 年 周五上午  9:00-11:00 15 每班学费 300 
上机费另计 

 

赵星教学团队（专业教师） 
 古筝四班 2 年 周三下午  2：30-4：30 15 

古筝二班 2 年 周二下午  2:30-4:30 15 
 

每班学费 300 
上机费另计 

 

 

 
 

王莹（专业教师） 
 

古筝三班 2 年 周五下午  2：30-4：30 15 

古筝一班 2 年 周六上午  9:00-11:00 15 

古筝少儿班 2 年 周六下午  2:30-4:30 15 

 
手风琴 

 

2 年 周二上午  9:00-11:00 35 300 
 

 
张振宇（专业教师） 

 
2 年 周三下午  2：30-4：30 35 300 

2 年 周五上午  9:00-11:00 35 300 

手风琴提高班 2 年 周三上午  9:00-11:00 35 300 

中阮柳琴 2 年 周四上午  9:：:00-11:：00 35 300 
 

姚森（专业教师 
琵琶 2 年 周三上午  9:00-11:00 35 300 

声乐一班 2 年 周二上午  9:00-11:00 100 300 闵伶莉（专业教师） 

声乐二班 2 年 周六上午  9:00-11:00 100 300 李楚楚（专业教师） 
 声乐三班 2 年 周一上午  9:00-11:00 60 300 

京剧研习班 2 年 周五下午  3:00-5:00 60 300 张凯泽（专业教师） 

古典舞 2 年 周三下午  2:30-4:00 50 300 
 

张怡忻（专业教师） 
民族舞 2 年 周日下午  2:30-4:00 50 300 

肚皮舞 2 年 周二下午  4:10-5:10 50 300 陈炳依(专业教师) 

纤体养生瑜伽 2 年 周一上午  10:00—11:00 50 300 夏玲(专业教师) 

中医养生学 2 年 周五上午  9:00—11:00 100 300 秦郡遥教学团队 

健身舞广场舞排舞、 
手拍鼓腰鼓 

2 年 周二上午  9:00—11:00 50 300 张惠春副教授 
（国家级裁判员、导师级教练） 2 年 周二下午  2:30-4:30 50 300 

形体舞 2 年 周五下午  2:30-4:00 50 300 李桂玲 

拉丁、摩登 2 年 周六下午  2:30-4:30 50 300 陈健康(专业教师) 
 

模特班 
2 年 

周日上午  9：00-11：00 80 300 吴清（专业老师） 
 周一上午  9：00-11：00 80 300 

养生太极 2 年 周四上午  9：00-11：00 50 300 曹玉美（专业老师） 

英语 2 年 周二下午  2:30-4:30 50 300 朱丹（专业教师） 

计算机基础 2 年 周二上午  9：00-11：00 50 200 上机费另计 本校专业教师 

智能手机 半年 周五上午  9:00-11:00 50 150 专业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