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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培训课程计划 
 

一、日程安排：\Schedule 

日期 

    8 月 5 日——— 8 月 20 日（两周） 

地点 

    英国南安普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以及巴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与其他校外参观场所 

目标 

为满足苏州工艺美院对教师资质提升和核心课程开发的需求，温彻斯特艺术学院的教师

培训团队和校外艺术设计专业人士将分享艺术设计及教育资源，对苏州工艺美院的教师学员

进行培训。 

这一项目从教师和学员互动的角度出发，通过讲座、动手操作、参观等方式将学员置身

于英国艺术设计教育体系中，充分探索英国的艺术设计教育和产业。 

考虑到苏州工艺美院教师来自各个不同的艺术专业教育岗位，此培训项目所涉及的领域

涵盖广泛，包括美术专业的绘画、版画、造型艺术；艺术设计的平面设计、广告设计管理、

图形设计与数字动画、摄影与数字媒体以及纺织、服装与纤维艺术的时装设计、纤维艺术、

纺织品设计、纺织品与时装推广等。学员不但会学到不同的教学技法，更重要的是，他们将

探索并领会一体化课程设计、带薪实习、校企合作、以及教师在职继续教育等这些方面的优

质核心内容。 

基本信息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的培训教师来自艺术设计专业以及艺术设计教育的各个领域，艺术设

计包括绘画、版画、造型艺术、平面设计、广告设计管理、时装设计以及纺织品与时装推广

等专业。温彻斯特艺术学院负责提供中/英文翻译人员，为培训期间所有专业课程、实践活

动及社会考察进行翻译与向导。学院在校培训期间，安排学员入住在温彻斯特艺术学院的学

生公寓，学生公寓内还配有一些烹饪设施，学员可以自备简餐。外出实践考察学习，温彻斯

特艺术学院负责接待老师会为学员安排大巴接送，提前通知时间地点并发放下次考察主题内

容的相关资料等。 

 

二、团队日程安排一览表 

天数 日期 星期 活动日程 

1 5  星期一 

BA168 航班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约英国时间 5 号下午 4：20）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提供中文接机服务 

大巴接至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学生公寓（提供晚餐） 

2 6 星期二 

10am： 在 old  Alresford  Place 举行开幕仪式 

10：15  温彻斯特市市长致欢迎词 

10：30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院长 Bashir  Makhoul/马库 致欢迎词 

10：45  培训团领导讲话 

11：00  情况介绍；合影；参观 old  Alresford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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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自助午餐 

2pm：  参观南安普敦大学主校区以及南安普敦市 

3 7 星期三 
10am： 讲座“英国艺术与设计教育体系” 

2pm：  讨论“中英两种教育体系的像似性和差异性” 

4 8 星期四 
10am： 讲座“设计教学成果和评估方法” 

2pm：  查看学生作品，了解评分标准 

5 9 星期五 
访问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6 10 星期六 
访问布莱顿：皇家宫殿、巷道区购物 

7 11 星期日 
访问伦敦：伦敦眼、议会大厦、唐宁街、大笨钟、白金汉宫、牛津街包括哈罗

德百货商店 

8 12 星期一 
参观：伯恩茅斯：大学城海景及购物 

9 13 星期二 
10am： 讲座“艺术设计教育的课程开设以及排课问题” 

2pm：  小组研讨 

10 14 星期三 
10am： 讲座“艺术设计教育的课程开发” 

2pm：  参观工作室和实践 

11 15 星期四 
参观温莎城堡和皇家植物园 

12 16 星期五 

参观巴斯古城——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和巴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巴斯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致欢迎词并参观校园 

下午参观巴斯古罗马浴场和时装博物馆 

返回温彻斯特途径巨石阵——世界文化遗产 

13 17 星期六 
参观牛津和牛津大学，结束后前往比斯特购物村 

5pm：在温彻斯特市政厅举行闭幕仪式，温彻斯特市市长莅临告别晚宴 

14 18 星期日 
参观大英博物馆 

15 19 星期一 
搭机 BA169 航班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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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个人学习设计 
 

    根据学院整个团队的培训方案，结合自身的教学科研工作需要，特拟定个人学习计划如

下： 

 

1. 在了解英国的艺术设计教育教学体系，探索英国艺术设计教育和产业的基础上分享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艺术和设计教育资源，了解温彻斯特艺术学院以及巴斯艺术大学艺术设计

课程方面课程体系的设置及建设情况。 

 

2. 学习英国的艺术设计教育教学方法理念，探索一体化课程设计、带薪实习、校企合

作、以及教师在职继续教育等方面的优质核心内容。 

 

3. 充分观察、体验并探索英国的艺术设计在社会大环境与学院个体小环境下的教育体

系与教育教学成果，并从教育、生活、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充分了解英国传统文化及现代艺

术设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状况，对比中英文化的像似性和差异性，以及这种文化的“似与异”

给艺术设计高等教育教学带来的影响与启迪。 

 

4. 具体了解几门专业课程的设计与开展情况，包括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与进度、评价

标准、参与社会实践项目等，重点关注专业课程在工作室项目制教学中的角色和作用，搜集

相关资料，为我院环境艺术系室内陈设艺术设计专业方向，继续贯彻实施工作室项目制教育

教学课程的开展做些力所能及的实践工作。 

 

5.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与我院环艺系金属工艺工作室教育教学中专业课程目标的比对；

中英艺术学院金属工艺实训工作室在工艺实训设备及其它硬件条件的状况比对；金属工艺实

训教育教学中关于传统工艺技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传承与发展关系？在这些方面是怎样做

的并且怎样做才能使两者并存、结合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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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学习日志 
 

8 月 5 日/周一 

航班：英航 BA168 

启程：11:00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2 号航站楼 

到达：23:20 （英国时间 8 月 5 日 16:20）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 

历时：11 小时 40 分 

 

    英国时间下午 5 点 20 分（双方机场起飞与降落都由于机场流量问题，所以比预计时间

大约晚到了近 1 小时），飞机安全降落，非常平稳。 

    入境：总的说来，入境手续还是比较顺利的。机场入境询问处的工作人员基本很好说话

的，仔细的查验邀请函附件的名单后，大部分老师都被要求到旁边的几个入境关口接受询问

与检查，一两个问题就都顺利地过了关。 

一踏上英国的土地，首先，欢迎我们的是英国夏日凉爽的阵雨。 

7 点左右，我们从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出发前往温彻斯特市。 

温彻斯特（Winchester），没有到过英国南部小城镇的人，恐怕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

字。听前来接机的莫妮卡老师说，温彻斯特是一个面积看着不大的典型英国城镇，城堡、护

城河和大教堂，就是这样的小地方却是汉普郡（hamshire）的郡首（相当于国内的省会）。

温彻斯特现是英国最宜居的地方之一，伦敦离驱车温彻斯特约 2 小时的路程。一到周末，伦

敦及周边大都市的人们，都喜欢驾车前往度假游玩，放松心情。 

难怪一路，在这点上还能看到高速上好多驾车或是旅行车穿梭而过，很是惬意。 

高速公路的两旁，映入眼帘的尽是多人合抱的苍天大树，以及葱绿的树林，还有就是大片大

片坡地上延绵的麦地与庄园。偶尔，还会看到道路两旁绽放的各色的野花野草，在雨露的滋

润下格外的鲜亮耀眼。 

晚上八点五十，我们便抵达温彻斯特艺术学院的学生宿舍。院方接待人员为我们准备了

晚餐，一盒英国中式盒饭。要再说的是：此时的英国是夏令时，要比国内晚 7 个小时，而且，

晚上 10 点钟天还亮着呢！可我们毕竟旅途有些劳累，不得不早早地睡了……。  

                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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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前往温彻斯特艺术学院路上景色                                 学生公寓外 

 

8 月 6 日/周二 

10am： 在 old  Alresford  Place 举行开幕仪式 

10：15  温彻斯特市市长致欢迎词 

10：30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院长 Bashir  Makhoul/马库 致欢迎词 

10：45  培训团领导讲话 

11：00  情况介绍；合影；参观 old  Alresford  Place 

12：00  自助午餐 

2pm    参观南安普敦大学主校区以及南安普敦市 

 

第四届中英教师培训班开幕仪式 

 

第四届中英教师培训班开幕仪式 10am 在 old  Alresford  Place 举行 

 

old  Alresford  Place 举行第四届中英教师培训班开幕仪式    第四届中英教师培训班全体合影 

第四届中英教师培训考察团团长向市长赠送学院礼物         old  Alresford  Place(老奥尔斯福德的地方)会议，培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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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彻斯特市市长   入口                    会客室                  英国大厨师             自助午餐      

 

参观南安普敦大学主校区以及南安普敦市 

南安普敦大学   

Winchester Art College of Southampton University   

学院简介         

南安普顿大学，英国常青藤大学之一，红砖大学，罗素大学集团成员之一，世界百

强名校。源于 1862 年成立的哈特力学院，1902 年成为伦敦大学下属的一个学院，1952

年该校正式获得英国皇家授权，晋升综合性大学。南安普敦大学 Southampton University

是全英十大科研大学之一。在 2001 年的国家科研水平评估中，其 24 个专业达到最高

等级 5 级或 5 星级。在教学上南安普敦大学连续七次被评定为最完善的教学机构。2003

被国家教学评估委员会授予教学标准最高成就奖。这项殊荣使本校在教育界中取得领先

的地位。 2004 及 2005 年全英 119 所高校排行榜中，南安普敦大学连续位列第 17 位 

(The Times)；2006 年单科评比中, 艺术设计类排全英 11 位(The Guardian)。        

基础设施        

        南安普顿大学的图书馆系统共有六座图书馆，藏书逾百万册，并且每年购买近 

25000 种图书，校园内设有多处计算机工作站提供计算机服务，学生可以利用高性能工  

作站，专业高效和数据库和、或视像设备，所有的学生均有自已的电子邮件地址，可以 

使用国际互联网。除了图书馆和学生之外，校园内还有剧院，音乐厅以及艺术画廊，校 

内新近建成了保健中心，可以提供医疗服务，另外还有就业咨询服务，幼儿日托以及语 

言中心。 

    南安普顿大学校园距离南安普顿市中心仅有两英里，校园十分现代化，并且布局 

紧凑、环境优美。 

 

 

南安普顿大学美丽校区 

 

 

 

http://baike.baidu.com/view/3511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2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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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普顿市与南安普顿大学融于一体 

 

南安普敦市 

南安普顿位于英国南部沿海地区，距离伦敦大约 80 英里，距离希思罗机场大约需要一

小时路程，如乘火车约 1 个小时就可到达伦敦，从这里乘船前往多处欧洲港口均十分方便，

乘渡轮可抵达法国和欧洲其它国家。南安普顿是一座欣欣向荣，十分现代化的城市，但城中

亦保存有中世纪时建造的城墙以及于公元 1200 年建成的建筑物，表明这又是一座具有悠久

历史的古城，这段独特的古城墙始建于 13 世纪，昭示着南安普顿曾是欧洲最伟大的港口。

南安普顿市靠近新森林以及英格兰的古都温彻斯特，市内还有良好的购物及体育设施。海洋

村码头经常主办国际帆船大赛。城市里还有几家电影院、两家大剧院、几个音乐厅、艺术画

廊以及南部地区最大之一的购物中心。 

南安普顿市是一座欣欣向荣、十分现代化的城市，南安普顿市与旅游城市温彻斯特（历

史上曾是英格兰的首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和伯恩茅斯（Bournemouth）比临；新森

林（New Forest）（自然风景异常优美的森林区）和世界著名的史前巨石阵（Stonehenge）

也离本市不远。 

    从南安普顿回到温彻斯特后，又兴致勃勃地散步于温彻古老的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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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了解温彻斯特艺术学院 

途中，经校方领队莫妮卡介绍得知：温彻斯特艺术学院成立于 19 世纪 60 年代，至今

已有 140 多年的历史，具有深厚的艺术底蕴。它是英国最著名也最古老的艺术学院之一，

在英国艺术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96 年，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加入以高质量教学和一流

科研闻名于世的南安普敦大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非常重视为学生创造激发艺术灵感的学习

氛围，培养在美术、时装和纺织品艺术设计、广告设计、传媒设计、平面设计、服装管理、

艺术实际管理、纺织品修护和博物馆学方面的一流人才。专业设置深受学生喜爱，专设奢侈

品管理（luxury brand management）专业，时尚管理（fashion management），广告设计管

理（advertising design management）等。作为英国十大科研大学之一的南安普敦大学更提

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丰富的资源，协助温彻斯特艺术学院提供最高质量的教学，进一步提高其

强有力的研究水平，并加强对新技术和新建筑等教学设施的大力投资。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内世界闻名的纺织品修复与收藏中心，不仅是世界艺术品修护领域中

的一朵奇葩，还提供多个该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习机会。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艺术学习中心，汇集了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艺

术家、设计师、艺术设计史学家、纺织品修复师和博物馆学家在此教学授课或展览访问。许

多学生在有名的国际赛事中折桂，毕业生更在英国乃至世界的艺术设计领域中受到欢迎和尊

重。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成立于 1872 年，至今已有 130 多年的历史，具有深厚的艺术底蕴。

它是英国最著名也最古老的艺术学院之一，在英国艺术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于 1996

年并入南安普敦大学，从而得以共享这所英国顶尖科研大学之一的丰富资源。         

艺术学院以其优秀的科研教学和灵活创新的课程在国际社会中享有良好声誉，其学生也

因而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潜能。它提供多种跨专业研究的机会，优良的教学设备、友好

的社群环境和激励奋进的气氛也非常有利于学习。  

初次领略温彻斯特古城风貌 

 

http://baike.baidu.com/view/1867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437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11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21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075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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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7 日/周三 

10am： 讲座“英国艺术与设计教育体系” 

2pm：  讨论“中英两种教育体系的像似性和差异性” 

地点：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艺术类课程设置        

    本科：美术学、美术(绘画)、美术(造型艺术)、美术(版画)、艺术设计学、艺术设计(广

告设计管理)、艺术设计(平面设计)、艺术设计(摄影与数码媒体)、纺织,服装与纤维艺术学、

纺织,服装与纤维艺术学(服装设计)、纺织,服装与纤维艺术学(纤维艺术)、纺织,服装与纤维

艺术学(纺织设计)、历史遗产学(博物馆与美术馆学)(2007-2008)         

    研究生：美术(绘画)、美术(造型艺术)、美术(版画)、美术(实践项目) 、设计(纺织设计)、

设计 (纺织纤维艺术 )、设计 (服装设计 )、设计 (服装管理 )、设计 (服装与设计新闻 

学)(2007-2008)、设计(设计管理)、设计(广告设计管理)、设计(传媒设计)、博物馆与美术馆

学(文化,收藏与交流)、博物馆与美术馆学(收藏品管理)、博物馆与美术馆学(纺织服装史)、

博物馆与美术馆学(入门初步)、博物馆与美术馆学(博物馆档案学)、博物馆与美术馆学(室内

用品史学)、纺织品修护学部（2 年）、文物修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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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英国艺术与设计教育体系” 

主讲教师：乔纳森教授 

自我介绍：就读与美国，现在立志于中国的教育发展 

                                                                   

乔纳森教授 

中英艺术教育的差异： 

艺术教育在英国教育中占了相当的地位，英国的教育有三个层次：预科（职业课程）、

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英国的预科（职业课程）在英国教育体制中的位置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中等职业教育（职

业高中或中专），但并不完全相同，预科中重视专业的各类基础法的教育，主要帮助学生扎

实的建立艺术设计专业的各类基础技能，使得大部分学生在进入大学本科后的学习中更加专

注于设计理论的研究与创意思维的培养。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在招生选拔时，对学生的专业技法的掌握要求比较高，多数学生都经

历了三年以上的绘画基础学习和 1~2 年的预科学习。这样选拔出来的学生基本上不需要开

设绘画技法等专业基础课程。三年的预科学业安排：一年级开始进行学术研究，通过虚拟项

目，将所学课程贯穿其中；二年级分专业方向，实际项目参与进来并开始选修课程，下学期

撰写研究论文；三年级上学期继续撰写论文，最后两周是评分阶段，下学期开始进行毕业设

计。 

 

授课内容要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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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艺术设计教育的差异； 

    高等教育的持续性与重要性； 

    艺术设计见证了历史的每一个阶段； 

    促进高等教育教学的发展； 

    你们的工作决定艺术产业的发展； 

    中国艺术设计专业就业市场的动态性； 

    艺术与艺术家、艺术家非凡的能力及影响； 

    艺术理想更崇尚科学理想的发展性； 

    生产、工艺、技术的结合； 

    英国大规模的艺术设计发展状况，民间机构的独立不完全服从国王与宗教； 

    1850 年英国商业组织领导艺术商业运动的主导； 

    国家、博物馆、画廊鼓舞人们高度从事艺术设计的发展与工作； 

    英国在十九世纪 70 年代，国家大力建设与发展艺术院校； 

    英国的艺术与设计教育是国家的高等化、国际化教育事业（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在中国大

连设立联合办学结构）； 

    艺术设计教育教学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艺术是大众精英化的对比； 

    知识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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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分工，《根据哲学理论来支撑艺术设计的发展与实践》乔纳森著； 

    女性在艺术设计领域中的作用； 

    当今的观点：由你提出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方针，英国同样如此，包括政府部门的影响、

市场的制约，还有包括人口流向、文化取向以及整个社会的影响等等； 

    中国艺术设计以及中国艺术设计教育教学之路的思考； 

    文化可以在很多方面产生联想，艺术学校广泛的包容性，在它涉及的所有方面都能展开

艺术设计的教育教学，并且，艺术设计可以与其它一切社会活动所交融。 

交流、讨论、提问：  

1、艺术参观活动能降低社会犯罪率吗？ 

2、国家化与国际化教育的观点是什么？ 

        a、国际化与全球化是有所不同的概念。 

        b、美国示图抑制全球的艺术设计发展。 

3、英国受高等教育入口 20 万；英国的艺术设计教育面向全球，有 60%的学生来自中

国。 

4、中国的教育相对传统与保守。 

 

  

 

 

讲座“英国艺术设计课程与开发” 

在规范内设置课程 

A.什么是课程？       

                体验 

1.课程指引——资源————要求与标准 

                评估   

2.游戏设计课程设置（例举） 

市场与艺术层面：艺术设计体现并增强了温彻斯特艺术学院教育教学特色 

B.为什么要设置课程？ 

1.标准 

2.不同年级 

3.同年级 

4.联系性与循序性 

5.规划好新专业的培养目标 

6.灵活性、实践性 

7.跨学科发展 

8.评估方法：不断发展不断地修改方向及标准 

9.人力与物力的准备 

C.常规设定课程的部门与组织 

D.课程设计与设置的注意点： 

1.怎么满足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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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用到专业中 

3.社会需求 

4.老师能力的综合性 

5.资料信息 

6.课程资源的调度与分配 

7.设置方法及目的 

8.专业提升与考量 

E.根据学生为何来学习的原因来设置与分配 

1.核心课程 

2.评估方法、改进与促进方法 

3.设置我们要求怎么做：a.目标：学生应该做什么？老师应该做什么？ 

                      b.方案：学生的真实需求？学生的完成能力？ 

                      c.材料、资源的提供 

                      d.学生来源（高中生、艺术基础、创造性、导向等等） 

                      e.学生毕业后需要达到的目标及能力（商业、创造力、选择职业的       

                       能力等等） 

 F.课程设置图示： 

G.电脑游戏演示与学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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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周四 

10am： 讲座“设计教学成果和评估方法” 

2pm：  查看学生作品，了解评分标准 

地点：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 

 

讲座“设计教学成果和评估方法” 

 

授课内容要点摘要： 

·对知识的理解与对技能的掌握 

·学生对媒介的理解与想法 

·知识的技能在英国高等教育教学中非常重要 

·让学生用批判性的思维去理解后产生想法 

·英国在撰写教学大纲时，思想教学大纲是否就是教学成果？ 

·学生需要亲自动手操作工具、机械，表达出自己的设计成果 

·成果需要测评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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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堂课后学生需要达到的目标、起草公司的报告、案例分析信息要共享 

·告知学生学习成果应该做到那些具体目标 

·教学成果为各个层面而设计 

·教学部分如何达到学生成果与目标 

·讲究学习过程的评估 

教师上课——导师引导课程——学生作品展示与解读——通过教学检验学生学到的知

识情况——批判性的指出作业问题——不断反馈学生学习问题——自我式的评判（不计分）

——总结评论（记分） 

不能一次性给学生打分 

 

查看学生作品，了解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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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温彻斯特市长官邸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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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彻斯特市长官邸     

温彻斯特市长官邸的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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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 日/周五 

访问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参观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是位于英国伦敦的一间装置及应用艺术的博物馆。该博物馆

是为 1851 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万国博览会而建。在英国，它是规模仅次于大英博物馆的

第二大国立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

尔伯特博物馆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简称 V&A 博物

馆，博物馆以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

伯特人公爵命名，专门收藏美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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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艺品，包括珠宝、家具等等。它在伦敦诸多博物馆中拥有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其藏品美

轮美奂所致。特别推荐的是欧洲服饰发展史的展厅，即使在服装业发达的法国和意大民没有

与之成为现代伦敦文化中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1851 年在伦敦召开第一届万国博览会，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就是为这次辉煌的世

博会而建立。博物馆一开始的经费来自 1851 年伦敦万国博览会的盈余，由维多利亚女王的

丈夫阿尔伯特王子负责筹办。大约也是由于世博会的影响，使这个博物馆的主导思想一开始

就与传统的博物馆不同，而是面向生活的，它总在导找人们生活的热点，举办一些对现代人

生活有影响的展览，作为博物馆干预社会生活最有实效的典范，2003 年被评为“欧洲最佳博

物馆”。 

博物馆的收藏品并不以“古老”或者“珍稀”等传统的标准来进行收藏，而是强调社会意义、

生活和装饰意义。其展示空间共分 4 层楼，共 146 个展览厅室，专门收藏美术品和工艺品。

其中的欧洲服饰发展史的展厅和摄影艺术馆比较著名，1858 年就举办了第一个摄影展。馆

中藏品约 300 万件。 

博物馆的东方展厅部分的中国展厅中，展示中国的家具、中国的书画、桌子上还摆上笔

墨纸砚。绘画中雕刻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会配合展出一些当时的服饰实物以及纺织品的文物，

还有相关的装饰物、珠宝首饰之类。这样的展出方式，是传统的博物馆看不到的。 

1988 年，香港富商徐展堂前往英国扩展业务时，捐巨资援助维多利亚博物馆建立中国

展馆。英国皇储查尔斯王子及戴安娜王妃曾代表英国王室设宴致谢徐展堂，并提议以徐展堂

的名字命名中国艺术馆。1991 年 6 月，这座欧洲第一座中国人自己援助的艺术博物馆正式

开馆，由查尔斯王子主持开幕仪式，徐展堂以中文致词，许多老华侨感动得泪流满面。 

东方展品中，除了中国艺术外，还有一些印度和伊斯兰文明的展出。此外，有大量的西

方艺术品，如古代罗马艺术和欧洲的古代雕塑等。 

 

参观泰特现代美术馆 

泰特现代美术馆它位于泰晤士河南岸，与圣保罗大教堂隔岸相望，

连接它们的是横跨泰晤士河的千禧大桥。外表由褐色砖墙覆盖、内部

是钢筋结构的美术馆原本是一座气势宏大的发电厂，高耸入云的大烟

囱是它的标志。今天的泰特现代美术馆由瑞士两名年轻的建筑家赫尔

佐格（Jacqes Herzog）和德·梅隆（De Meuron）改建而成，他们将

巨大的涡轮车间改造成既可举行小型聚会、摆放艺术品，又具有主要

通道和集散地功能的大厅，观众从这里乘扶梯上楼。 

他们在主楼顶部加盖两层高的玻璃盒子，不仅为美术馆提供充足的自然光线，还为观众

提供罗曼蒂克的咖啡座，人们在这里边喝咖啡边俯瞰伦敦城，欣赏泰晤士美景。在巨大烟囱

的顶部，设计师迈克尔·马丁（Michael Crage-Martin）与赫尔佐格及德·梅隆合作，加盖了一

个由半透明的薄板制成的顶，因为由瑞士政府出资，所以命名为“瑞士之光”，如今，它已成

为伦敦夜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泰特现代美术馆专门收藏 20 世纪现代艺术，毕加索、马蒂斯、安迪瓦豪、蒙德里安、

达利的作品吸引全世界的观众前来观赏，美术馆并未按传统的年代编排方式陈列它的艺术

品，而是把艺术品分成四大类，分别摆放在 3 楼和 5 楼的展厅内。这四大类是：历史-记忆-

社会、裸体人像-行动-身体、风景-材料-环境、静物-实物-真实的生活。这种割破历史脉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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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方式使得观众在同一个空间与时间与不同年代围绕同一主题创作的艺术品相遇，人们在 

 

英国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 

观看莫奈的大型壁画“睡莲”的同时可以瞥见身旁的理查德·龙（Richard Long）创作于 1991

年的石头阵。不同的艺术思维和创作手段在此直接碰撞，这正是泰特现代美术馆的高明之处，

也是它指引人们思考艺术的的精神魅力所在。 

在伦敦的夜晚，去一趟泰特现代美术馆。你可以见到“瑞士之光”晶莹灿烂，整座美术馆

仿佛一座灯塔，伴着泰晤士河涨潮的河水。 

 

8 月 10 日/周六 

访问布莱顿：皇家宫殿：英皇阁(Royal Pavilion)、巷道区购物 

 

布莱顿与皇家宫殿——英皇阁(Royal Pavilion) 

布莱顿为英格兰南部海滨城市，标志性建筑是英皇阁(Royal Pavilion)，布莱顿以其密布

鹅卵石的海滩而著称。英国的城市大都趋向于将大教堂作为城市的中心，而布莱顿却恰恰相

反。这座英格兰南部海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英皇阁，这是 1815 年为方便当时的里根特王

子与他的情妇 Fitzherbert 幽会而建造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8468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13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93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68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13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37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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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昔日不可告人的私情渐渐褪去，这里显现出来的就是其奢华的本质了：印度支那风格

的佛塔，宝塔和圆顶屋。那位里根特王子，也就是后来的国王乔治四世，将布莱顿视为一个

逃离伦敦那些不合事宜的马屁精们的理想“避难所”。从宴会大厅延伸出来的树枝形装饰灯远

看上去像是从一条巨龙的口中探出的一样。在排场的餐厅里可以尽情享用足足有 20 道美味

菜肴的一顿大餐，这里的铁柱子被艺术化地装饰成棕榈树。当里根特王子决定选择布莱顿作

为其度假地的以后，其他人纷纷向往，结果在当地留下了很多乔治风格的建筑，并背上了过

于奢靡的名声。 

其他地方的海滩大都是沙滩，而在布莱顿则以其密布鹅卵石的海滩而著称。这里地处“大

伦敦”区域南部，距离伦敦市区仅 1 小时路程，这里不同民族的居民和移民时刻准备着为在

布莱顿举办的大大小小的庆典活动穿上各色的奇装异服。英格兰最大的布莱顿节每年 5 月份

举办—街头剧场、艺术品展览、音乐演出应有尽有。 

布莱顿大学是英国实力最强的大学之一，学校的科研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其中许多科

研工作者都是该领域公认的国际级专家。 

 

8 月 11 日/周日 

访问伦敦：伦敦眼、议会大厦、大笨钟、白金汉宫、牛津街包括哈罗德百货商店 

 

伦敦眼 

伦敦眼(The British Airways London Eye)位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南畔，邻近西敏市的国会

大楼和大本钟，又名千禧之轮 (Millennium Wheel)，是世界首座景观摩天轮，目前仅次于新

加坡 FLYER 摩天轮，是世界第二座大的景观摩天轮。     

英国伦敦眼景观摩天轮于 1999 年年底，为庆祝 2000 年千禧年的到來而开幕，是一座

预定 5 年后拆除的暂时性建筑，但相当受到当地民众和游客的欢迎，于是当地市议会便決定

长期保留伦敦眼建筑，2005 年伦敦市长利文斯通表示坚决维护伦敦眼作为伦敦地标，让更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8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6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5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14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647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93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84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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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來到英国伦敦旅游的民众感受伦敦眼之美，伦敦眼人气并超过法国埃菲尔铁塔、意大利比

萨斜塔及美国自由女神像等传统地标，成为世界最佳的旅游景点。    

伦敦眼的摩天轮由平台处的两座马达带动旋转，有 60 个封闭座舱，每舱可容纳 20 人，

舱内装有太阳能电池，提供通风、照明和通讯系统的电力。游客在“伦敦眼”中半个小时就可

到达城市中心上空俯瞰城内的壮丽景色，还有伦敦 55 处著名景观的解说，在旋转到相应角

度时播放。     

选择黄昏时分去乘坐，可以欣赏到美丽的夕阳。而夜间的伦敦眼更有一种梦幻气质，巨

大的蓝色光环把泰晤士河映衬得更加美丽。 

 

议会大厦和大本钟 

    议会大厦依泰晤士

河而建的议会大厦是英

国的政治中心。它不仅外

表雄伟壮观、内部装饰华

丽，而且其建筑结构和内

部设计也能充分地体现

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立

宪政体。据说英国国会开

会时，国王应坐在上议院

的国王宝座上，但首相和

议员需从下议院进入自己的席位，普通公民也可在旁听席观看议会进程。 

议会大厦本来的名字为威斯敏斯特宫。在 1834 年的一场大火中，这座宫殿几乎初被毁，

只留下了唯一的瓦顶的威斯敏斯特大厅。此后，又花费了几年时间重建成如今的规模。建筑

整体为大家所熟知的哥特式、盖有如同针塔般的尖顶，由查尔斯·柏利设计。著名的大本钟就

是议会大厦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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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钟（Big Ben），英国国会会议厅附属的钟楼 (Clock Tower) 的大报时钟的昵称。代

表了英国古典文化，是伦敦的标志，也是英国人的骄傲。 

    大本钟即威斯敏斯特宫钟塔，钟楼高 95 米，钟直径 9 英尺，钟重 14 吨，时针和分针

长度分别为 2.75 米和 4.27 米，钟摆重 305 公斤。位于威斯敏斯特桥的南面桥头，与英国议

会大厦相连，英国议会大厦的北角。作为伦敦市的标志以及英国的象征，大本钟巨大而华丽，

四个钟面的面积有两平方米左右，每个钟面各由 312 块乳白色玻璃镶嵌而成。每个钟面的

底座上刻着拉丁文的题词，“上帝啊，请保佑我们的女王维多利亚一世的安全”。成为世界上

第二大的同时朝向四个方向的时钟，大本钟从 1859 年就为伦敦城报时，根据格林尼治时间

每隔一小时敲响一次，至今将近一个半世纪，尽管这期间大本钟曾两度裂开而重铸。现在大

本钟的钟声仍然清晰、动听。自从 1859 年投入使用后，英国政府每隔五年就要对大本钟实

施维护，包括清洗钟体、替换大本钟的报时轮系和运转轮系等。 

 

欢迎来到威斯敏斯特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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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斯敏斯特教堂，这栋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是英国最杰出的哥特式建筑之一。很多盛大

的王室典礼如加冕、婚礼，都在此举行，它既是英国史上很多著名的国王和王后的陵寝，也

是无名士兵墓的所在地。 

 

伦敦白金汉宫 

白金汉宫，位于伦敦詹姆士公园的西边，1703 年由白金汉公爵兴建，1863 年始成为英

国历代君主的寝宫，是英皇权力的中心地。最早称白金汉屋，意思是“他人的家”。1762 年英

国王乔治三世购买了当时在现址上的一所房子作为私人住宅。1821 年开始兴建白金汉宫，

从维多利亚女王登位(1837)至今一直是英国国王或女王在伦敦的行官。如今女王的重要国事

活动，如召见首相和大臣、接待和宴请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接受外国使节递交

国书等都在该宫举行。此外，来英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元首也在宫内下榻。王宫由身着礼服

的皇家卫队守卫。富有特色的换岗仪式一般在每天上午 11:30 举行。 

整个白金汉宫用铁栏杆围着，对着白金汉宫主建筑物的铁栏杆外，有一个广场，广场中

央竖立着维多利亚镀金雕像纪念碑，它的四周有四组石雕群。王宫西侧为宫内正房，其中最

大的有"皇室舞厅"，建于 1850 年，专为维多利亚女王修建。厅内悬挂有巨型水晶吊灯。蓝

色客厅被视为宫内最雅致的房间，摆有为拿破仑一世制作的"指挥桌"。拿氏失败后，法国路

易十八将桌子赠送给当时英摄政王乔治四世。白色客厅是用白、金两色装饰而成,室内有精

致的家俱和豪华的地毯，大多是英、法工匠的艺术品。御座室内挂有水晶吊灯，四周墙壁顶

端绘有十五世纪玫瑰战争的情景。正中的御座是当今女王 1953 年加冕时和王夫爱丁堡公爵

使用的，室内还保存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御座和英王乔治四世加冕时使用的四张大座椅。

宫内音乐室的房顶呈圆形，用象牙和黄金装饰而成，维多利亚女王和王夫艾尔伯特亲王曾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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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举办音乐晚会。     

    白金汉宫的建筑风格为新古典主义路线，5 层高的建筑其中 2 层为附属层，是服务人员

专用，因此高度较低，外观的建筑材料为巴斯石灰岩，內部则以人造大理石和青金石为主、

其他建材为辅，打造出专属白金汉宫的华丽堂皇；白金汉宫正门的广场有铁栏是皇家禁卫军

换岗典礼的场所，因此常常吸引民众在此聚集，而在广场外有一座维多利亚女王雕像，手持

权杖有天使的象徵；正门东北方经过林荫路即可到达特拉法尔加广场。 

     

8 月 12 日/周一 

参观：伯恩茅斯：大学城海景及购物 

伯恩茅斯大学城海景 

伯恩茅斯（Bournemouth）英国南部港口城市。东北距南安普敦约 40 千米，濒临英吉

利海峡。 

伯恩茅斯市面积 47 平方公里。19 世纪前为渔村。1870 年通铁路后发展迅速。成为海

滨游览地和英国主要会议中心之一。建有轻工业区。交通便利。当地气候宜人，冬季温暖，

为海滨游览地。有公园、沙滩和松树林等风景区。在 TIMES 最新排名中居第 81 位的伯恩茅

斯大学位于本市。 

    伯恩茅斯艺术学院（Arts Institute at Bournemouth）是英国重要的专业大学学院之一，

开设艺术、设计和媒体课程。它建于 1883 年，前身为伯恩茅斯和普尔艺术设计学院

（Bournemouth and Poole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因其优质的教学享有国际盛誉，并屡

获殊殊荣。伯恩茅斯艺术学院自创立以来，已发展成为欧洲

专科教育的杰出院校之一，开设艺术、设计与媒体的课程。

本院在校园内设有一系列的工作室，供大约 1,700 名学生攻

读全日制课程。每个课程都有一定的名额来招收英国本国与

海外学生，以确保所有海外生尽可能地与英国学生融合在一

起。 

伯恩茅斯海景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88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8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5.htm


 26 

     

8 月 13 日/周二 

10am： 讲座“工作室课程进程及排课” 

2pm： 讲座“设计管理教育” 

讲座：“工作室课程进程及排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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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1.教师与学生 

       2.教师与学校 

       3.学生与大学 

 

 

 

 

 

 

 

 

 

 

二、课程设置： 

________排课 

________案例演示 

________项目简介 

________个别指导、辅导 

________速写集、学业报告书 

________专题讨论会 

________评估 

________进入工作室 

 

1、课程表： 

要表达清楚：时间 

            地点 

            内容 

            教师 

 

 

 

 

 

 

 

 

 

三、留给学生作业的信息： 

·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作业意图） 

·优秀作品展示 

四、教学应做的具体内容： 

1.学生作业的原创性 

2.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完成作品集，也就是学业报告书的概念，要求一定要有作业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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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意见及讨论 

4.分发学生作业单 

5.构造一个简单良好的图示 

 

6.布置作业前要求的解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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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举例：4 周的时装设计或平面设计项目结构： 

8.一个理想的教程组结构图                  在教程中可取的做法图 

9.让学生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准备怎么做：与老师交流；提出作业方案；每一个步骤

及接点的阐述、汇报等。 

10.学生的学业报告书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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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室、工作室场景照片 

 

讲座“设计管理教育”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                    
                                                                                             讲师：阿 Q 

一、设计管理教育原理： 

1.设计产品与其它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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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外延（例：苹果电脑）、（例：LV 价格） 

3.设计管理与你的竞争者区别开来 

4.全球设计管理是由——商学院、工艺类学院、工程类学院来提供的 

5.设计管理专业是 1970 年产生的 

二、讨论设计管理 

1.学生要学习可转换性的技能 

2.可转换性的技能每座大学的提供有所不同 

A.5 个核心课程 

·产品设计 

  包含产品法律与专利、产品品牌专利、新产品的服务等 

·产品设计管理专业大学的排名 

A.你对大学的排名前后的看法 

B.排名前的优势就是容易找工作 

C.作为大学教师所关心的是本校学生能找到怎样的工作 

D.排名的依据是：综合能力 

                学生就业率 

                满意度 

                教学素质情况 

 

8 月 14 日/周三 

 
10am： 讲座“中英两种教育体系的像似性和差异性” 

2pm：  参观工作室和实践 

 

讲座“中英两种教育体系的像似性和差异性” 

赴英中国学者授课讲座    20 日 8 月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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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学教育的–快速增长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只有 5%的大学年龄的人能进入中国的大学（大约相同的孟加拉国，

博茨瓦纳，斯威士兰）1998 起，大学教育得到了推动，有更大比例的人口能进入中国的大

学学习了。 

–中国不像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入学率：（60 年代和 90 年代已展开了更多和更大的–大学入学） 

 1997，约有一百万的大学生；到了 2007 年已达到 550 万人次。 

–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从 1998 到 2000 年年底，从 1022 所到 2263 所大学。 

* * *近十年来，中国已经建立了最大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世界上也只有大学年龄人口的 23%

是就读，仍不能与日本的 58%相比，英国、美国则是 82% 59%的大学就读率。 

 同时，在美国和英国的国际大学模式的目标已完全实现。 

当前国际大学模式从特定的力量来说:在美国二战后,立即被视为一个能直接的经济增长工具

与手段。 

***中国及其他的亚洲国家也像美国和英国一样，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机会在高等教育这

方面所有创新，中国需要应对日益相互依存和国际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比较中国和英国的教育系统 

这些都是广招和推广–他们如何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工作会有很大的不同，也有在这两个系

统目前多变化。 

中国政府有很多担心两个因素是在他们的大学缺失：多学科的宽度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像它的欧洲同行，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历来高度专业化的。学生选择一个学

科或专业十八岁的研究少。 

跨学科研究已成为英国高度重视和美国大学系统在过去的四年–一直发生但现在更明确。 

不像欧洲和美国一流大学的规范，中国教育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死记硬背的学习。 

 

英国和美国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独立的研究与思考 

通常在中国高等教育背景，但并不总是，学生是被动的听众很少挑战对方或自己教授的课。 

教学重点内容的掌握，而不是在独立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 

亚洲的传统方法，课程与教学工作准备某种工作的学生，如工程师和中层政府官员，但他们

也许不那么适合教育的精英们的领导和创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担心中国正在训练比他们更多的科学家和

工程师，而他们的学生缺乏驱动创新，将需要在长期维持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中国

担心。 

他们担心专业化使毕业生们狭隘和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使他们缺乏想象力。 

***这是在艺术学院和人文活动可以为中国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艺术学校，学生必

须不断地进行创造性思维，解决问题，团队合作和乐于实验。 

在西方教育学的批判性思维的作用，使它有别于其他知识传统是从启蒙–中国有一个传统的

这一继承，但它并不总是在高等教育项目或机构的出现。 

批判性思维可以适应和从事新的信息的能力，新的情况和新的或新兴的事实和条件与创造性

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不单纯依靠标准的方法，但它并不把他们了。 

在比较和对比鲜明的学术传统，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领域是跨文化学术的修辞–英国和美国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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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争论或解释的清晰度和持续的支持–学生必须学会捍卫他们的意见和修改他们的批评或

挑战他们的位置上（不依赖于教条，支配或权力）。 

在英国的考试和评估系统，我们很少会为学生提供的事实或回答问题而不是内容–学生写文

章或解决问题，要整理材料，确定什么是重要的和国家的通知，有基于位置的手头的材料分

析。 

到处都有的问题是取得好成绩的近视的驱动，不一定要在美国/英国和全球的环境中学习在

大学的工具理性–胜利 

许多学生想一直在班级或学校，不能在类或大学。 

然而大多数学生真的好奇，想学–如何做到最好？ 

许多上述的涉及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怎么样： 

英国的一个主要元素和美国研究生教育是学生在学术界积极 PGR 职业化：教学，研究，出

版，展览，展览等。 

在国际和全球大学排名和地位，美国有两个优点：1）全球模型主要从美国；2）英语是国际

教育的主导语言（所以英国有优势） 

中国驱动全球研究现状，不幸的是，意味着要通过英语语言出版发行渠道（美国物理学家面

临同样的问题，一个世纪前，就像 50 年前日本物理学家） 

为中国教师在英语出版和研究生的策略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英语中的场馆的杂志出版 

我的编辑角色–文化政治文化与社会理论；理论；现在书系列译林出版社 

http://www.dukeupress.edu/Catalog/ViewProduct.php?productid=45645 

 

西方学术的修辞 

了解西方/英语学术语篇的进口工作 

线性参数 

–论点突出你添加到一个给定的阅读，现状，问题，解释理论，等 

他被一个杂志注意到 

因为期刊往往比他们能发布和积压可以很长更多的文件，你需要为你的文章提供一些有见地

的，有用的，创新的（这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因为竞争是越来越大的每一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出版率非常高，以及一些传统出版场馆消

失（例如减少专著出版），更重要的是你的文章脱颖而出，以某种方式 

这么有创意，智能，创新和洞察力 

由中国提供的优点和缺点，所以，有一些杂志会以你的工作兴趣只是因为他们热衷于国际化 

倒数第二段/部分的悲剧 

记住，写作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你经常写自己的方式很有趣和创新点 

允许写入和修改为你而不是反对你的工作过程 

无所畏惧的切割出什么不在你的文章中的工作（但保存它！） 

不要花时间总结前人理论工作的大量（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如果读者想知道关于海德格尔

的，例如，他们会读他自己。他们不需要你来告诉他们自己的工作。他们需要知道你要说什

么了，你打算如何使用，扩大，批评或反对它。） 

期刊选择 

http://www.dukeupress.edu/Catalog/ViewProduct.php?productid=4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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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发布一件或不的主要标准（是否为杂志或书籍适合做什么工作适合–杂志或出版社是 

最重要的原则：尽量期刊工作的地方会达到一种观众你想达到 

你喜欢或尝试期刊发表你喜欢的人 

看看书目的作品，你使用的是考虑期刊出现转机 

尝试“志同道合”的主题，理论立场，话语领域 

不要只追求顶级期刊（时间，竞争，等）也不卖你短（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片和

其他人说它是相当显著的那么高的目标） 

不要试图强迫一个契合你的文章和一个给定的杂志–允许拟合是进程的一部分 

不要担心在较小或较新的期刊在你的职业生涯–早期你可以获得自信和与这些经验对出版 

许多“顶”期刊是非常古板的方式和不欣赏从试卷他们希望发布的那种标准偏差 

所以，当然，研究一下你也许希望法期刊 

还铭记在你的特定的背景下，期刊的作用：将一本书的一章可以看到更多的优惠，或者一本

书，等？ 

信件编辑 

它可以接近你所感兴趣的杂志编辑，如果你有一个你想提交特定的纸张是一个好主意 

解释什么是在两个或三个句子和问如果它可能适合他们在做什么 

这可以节省你的时间和他们以后 

也有你的名字在一个位 

不要写太多或缠着他们 

如何阅读和回复审稿人的意见： 

礼貌的对话 

解释什么人会修改你不为什么 

不是简单的处方，你必须遵循你可能要应对的建议和想法 

然而，有时，编辑会要求某些东西或做其他件不会出版 

在线期刊 

明确未来的浪潮，许多期刊计量下载超过认购销售 

然而一个偏见仍然在对在线杂志的人文，所以确保少数素质在考虑一个 

*一个受人尊敬的学术出版商的认可的重要性 

*的重要性，盲目借鉴（和盲评的优缺点） 

一些好的例子： 

HTTP：/ /缪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育/日记/theory_和_event / 

http://muse.jhu.edu/journals/theory_&_event/ 

http://www.theasa.net/journals/name/journal_of_transnational_american_studies/ 

坚持，耐心，礼貌 

这些将帮助你在这个过程中 

大多数人都拒绝了，大多数人都拒绝接受更多比很多，尤其是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所以

不要放弃希望 

以批评的精神，它的目的是帮助（但通常有居高临下的混蛋那里），用它来提高你的工作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一旦被接受，它通常是一年多前片出现 

多投稿的经验 

http://muse.jhu.edu/journals/theory_&_event/
http://www.theasa.net/journals/name/journal_of_transnational_american_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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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法则是，不要把同一件提出一次在一个以上的杂志，但……可能另有说明：语用学的潜

在益处和潜在的风险 

 

参观工作室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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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周四 

参观温莎城堡和皇家植物园 

温莎城堡 

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位于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区域伯克郡温莎-梅登黑德皇家自治市镇

温莎，是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城堡中最大的一个。 

    城堡的占地面积大约有 45,000 平方公尺（484,000 平方英尺）。与伦敦的白金汉宫、爱

丁堡的荷里路德宫（Holyrood Palace）一样，温莎城堡也是英国君主主要的行政官邸，也是

英国王室的行宫之一。现任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每年有相当多的时间在温莎城堡度过，

在这里进行国家或是私人的娱乐活动。 

人们已经习惯将温莎堡（windsor castle）所在的小镇称为“王城”。在英国，许多国王与

王后对城堡的建造与扩展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它可以作为他们的要塞、住所或者行政官邸，

有时甚至是监狱。城堡的历史和英国的君主专制有相当密切的关连，跟随着温莎城堡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当时统治的英国君主。在和平时期时，温莎城堡会扩建许多巨大而华丽的房间；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4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5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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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时期，城堡则会加强防卫，这个模式直到今天仍然不变。  

 

8 月 16 日/周五 

途径巨石阵 

参观巴斯古城——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和巴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巴斯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致欢迎词并参观校园 

下午参观巴斯古罗马浴场和时装博物馆 

 

世界文化遗产——巨石阵 

    在英国伦敦西南 100 多千米的

索巨石阵又称索尔兹伯里石环、环

状列石、太阳神庙、史前石桌、斯

通亨治石栏、斯托肯立石圈等名，

是欧洲著名的史前时代文化神庙遗

址，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

里平原，约建于公元前 4000～2000

年（2008 年 3 月至 4 月，英国考古

学家研究发现，巨石阵的比较准确

的建造年代在公元前 2300 年左右）

尔兹伯里平原上，一些巍峨巨石呈

环形屹立在绿色的旷野间，这就是英伦三岛最著名、最神秘的史前遗迹—巨石阵。 

 

参观巴斯古城——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和巴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巴斯古城 

    巴斯地处英国的西南部，这里空气质量好，交通便捷。 

    巴斯距离伦敦以西约 180 公里，开车大约需要 2 小时。从巴斯到伦敦的火车班次非常

多，乘火车大约 90 分钟就可以到达伦敦市中心。 

    伦敦希思罗机场距离巴斯约 180 公里；伯明翰国际机场位于巴斯以北约 100 公里处，

这两处主要机场都设有非常便利的交通工具可以到达巴斯。 

巴斯艺术与设计学院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6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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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斯斯巴大学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160 年前，巴斯艺术学院成立，是当时全国最著名

的艺术学校之一，后改名为巴斯艺术和设计学院。它培养出大批英国著名艺术家，比如沃尔

特·西克特（WALTER SICKERT） 和 霍华德·霍奇金 HOWARD HODGKIN 等，他们曾在这

里学习和授课。 

    在战后时期,巴斯斯巴艺术和设计学院作为当时英国国内领先的艺术学校参与了激情四

溢的英国新文化运动。现今学校依然保持了对历史遗产的保护和使用 ——之前学校的所在地

在战后成为科舍姆阁校区即巴斯斯巴大学研究生中心。 

巴斯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致欢迎词并参观校园 

巴斯艺术与设计学院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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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巴斯古罗马浴场 

    巴斯，位于英格兰南部，被誉为英国最干净的城市。巴斯的英文意为浴池。传说公元一

世纪，英国还在古罗马版图之内，一名王子到雅典读书后，染上了麻风病，回国后被放逐到

乡下养羊。无意间，他发现猪羊们经常在山脚下的一处有着奇怪气味的泥塘里打滚。于是，

小王子就下泥塘去驱赶猪羊们，还不时在泥塘旁的一眼温泉里洗浴，每次洗浴回来后，感到

浑身舒服。天长日久下来，这温泉水所含的矿物质竟治好了他的麻风病，而且皮肤变得细滑。

后来，他接替王位成为国王，不忘巴斯那个有着奇怪气味的温泉，便派人去那个温泉化验水

质，发现温泉水富含硫磺等矿物质，对某些神经系统和皮肤的疾病有疗效，便下令挖深井把

温泉水从地下抽上来，蓄到石砌的巨池中，大兴土木建起了沿袭古罗马风格的“国王的浴池”

和庙宇，每年都要带着王公贵族来洗几次浴。16 世纪又在旁边建起了“王后的浴池”。至今，

在热气腾腾的古老浴池旁，还保存有国王当年洗浴的“宝座”和他的塑像。 

罗马浴场在巴斯城中心，它是巴斯最著名的景点，也是为众人所熟知的博物馆。是联合

国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地下有温泉，罗马时代在此建浴场。浴场由一系列建筑组成，有更衣

间、休息间和浴场。不过门票太贵了.罗马浴场环绕温泉而建。这个温泉从 3000 米深的地下，

每天喷出 127 万立升泉水，温度常年保持在 46.5 度，既可饮用，又可治病。18 世纪，人们

偶然发现米涅尔瓦女神的镀金头像，早已湮没不闻的古罗马浴场得以重新现身。经过两个多

世纪的发掘表明，罗马浴场设有好几个浴池，还有游泳池和暖气加温的房间。浴池周围布有

雕塑、栏杆，浴池上方原来覆盖着巨大的弧形拱，现仅存一些柱子，但浴池周围还能找到拱

的残片。 

    水泵房紧挨罗马温泉，但却年轻得多，建成还不到 200 年。别以为它是一个放抽水机

的房子，在 19 世纪，这是到巴斯旅游的绅士淑女们每日聚会的场所。6 米高的楼顶上有精

致的雕花，巨型的格子窗户是乔治式建筑的标志。窗前一个小小的圆形喷泉，就是从前仆从

取矿泉水冲茶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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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斯浴场博物馆里陈列着很多当时的珍贵文物，它们真是地记录着过去的辉煌历史，旧

时的城池在这里依然依稀可见，罗马时期的石雕和雕塑，真令人感慨在 2000 年前人类就有

如此伟大的创举了，现在人来到这里，可以从那些遗迹中寻找古罗马时代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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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巴斯古城 

    巴斯城因为温泉而成为疗养胜地，而不同时期的建筑物又使它成为英国最有特色的古城

之一。今天，古城的火车站的名字仍然叫做 Bath Spa——巴斯温泉小站。小城的中心是罗马

古浴场遗址（Roman Baths），这是全欧洲保存最为完好的古罗马时代建筑群。 

大教堂 

大教堂在罗马浴场东面的广场上，建于 15 世纪，为歌特式。朝西的一面以具有许多大

窗户和扇形拱顶闻名，因其窗户多，有"西方灯笼"之称。 

http://baike.baidu.com/view/5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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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街道 

除了中世纪地段与沿河的街道，巴斯的规划是根据最新的原则设计的：它的街道，被规

划为直线格子，提供了远景视野。在中心地区，这些街道成直角互相交错。除了矗立着歌特

式修道院教堂的中世纪的步行者中心，巴斯的景物可上溯到 18 世纪，这时期城市的显著转

变在于它是根据帕拉弟奥原则建造的，而且其建筑与自然背景是协调的。大规模的带有大窗

户的新古典纪念建筑优美地融为一体。 

 

http://baike.baidu.com/view/5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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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巴斯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种生活。走马观花四处留影的只是游客，真正懂得巴

斯的人会悠悠闲闲地在河边散步，在草地上野餐，或是在广场一边看街头艺人表演一边怡然

地喝杯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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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周六 

参观牛津和牛津大学，结束后前往比斯特购物村 

5pm：在温彻斯特市政厅举行闭幕仪式，温彻斯特市市长莅临告别晚宴 

 

英国牛津和牛津大学 

牛津因闻名于它的世界一流学府的地位和遍布各地的古迹,使它成为人们极度梦想的城

市。9 世纪建立的，距今有 1100 多年历史的牛津城是英国皇族和学者的摇篮。现在牛津已

经成为了熙熙攘攘的世界城市。尽管还是那个古老的大学城，但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商业企

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使牛津这座古老的城市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牛津市从公元 7 世纪已有人在那里居住。到公元 912 年，它已成为英格兰的一个要地。 

“津”意为渡口，泰晤士河和柴威尔河在此会合，当时河水不深，用牛拉车即可涉水而过， 

牛津由此得名。现在两地河流依然，原来的桥和牛车涉水过河的痕迹早已消失，但牛津桥却

越来越多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来访者和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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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街区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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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布罗克广场、彭布罗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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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现代艺术博物馆 

                                                                                            牛津聋人和重听中心 
 
 

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是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位于英国牛津的彭布罗克广场，

建立于 1624 年。彭布罗克广场（Pembroke Square）是英国牛津中心的一个广场，位于阿尔

达特街以西。彭布罗克广场得名于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其正门位于广场西南角。牛津大

学最大的学院，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正门和汤姆塔在彭布罗克广场东侧。 

彭布罗克学院 
 

 

牛津墨顿学院 

墨顿学院（英文：Merton College, Oxford），又译默顿学院，位于牛津市墨顿街，是牛

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之一，建立于 1264 年，以悠久的历史、出色的学术著称。 

墨顿学院的创立可以追溯到 1264 年，时任英格兰大法官（Lord Chancellor）的 W·默顿

（Walter de Merton）决定创立一个独立的学术组织并设立基金会、制定相关条例，这也就

是墨顿学院的雏形。这一条例的特点在于，规定墨顿学院是自治的，资金也由院长和院士们

直接支配，这正是今天牛津大学多数独立学院的特点。正因如此，墨顿学院宣称自己是牛津

大学最古老的学院。 

http://zh.wikipedia.org/wiki/牛津大学
http://zh.wikipedia.org/wiki/牛津
http://zh.wikipedia.org/wiki/彭布罗克广场_(牛津)
http://zh.wikipedia.org/wiki/英国
http://zh.wikipedia.org/wiki/英国
http://zh.wikipedia.org/wiki/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
http://zh.wikipedia.org/wiki/牛津大学
http://zh.wikipedia.org/wiki/牛津大学
http://zh.wikipedia.org/wiki/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
http://zh.wikipedia.org/wiki/汤姆塔
http://zh.wikipedia.org/wiki/牛津
http://zh.wikipedia.org/wiki/牛津大學
http://zh.wikipedia.org/wiki/牛津大學
http://zh.wikipedia.org/wiki/大法官_(英國)
http://en.wikipedia.org/wiki/Walter_de_Me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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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 年，默顿从皇室职位退休，全身心投入学院的建设中。他对学院条例做了最后的

修改，并在牛津城的东南角开始兴建学院建筑。到 13 世纪末，餐厅、教堂以及学院前庭（Front 

Quad）的其他部分都顺利完工。700 多年来，这里的学术活动一直延续，学院的建筑也不

断扩展。时至今日，墨顿学院已成为牛津大学学术实力最强、最富有的学院之一。 

默顿学院                    默顿学院将对公众关闭，直到 2013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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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街道设施——各式窨井盖 

 

在温彻斯特市政厅举行闭幕仪式，温彻斯特市市长莅临告别晚宴 

 
8 月 18 日/周日 

参观英国大英博物馆 

 

英国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又名不列颠博物馆，位于英国伦敦新牛津大街北面的大

罗素广场。 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是一位于英国伦敦的综合博物馆，也是世界

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成立于 1753 年。博物馆拥有藏品 800 多万件。由于空

间的限制，还有大批藏品未能公开展出。博物馆在 1759 年 1 月 15 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 

英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主要是英国于 18 世纪至 19 世纪发起的战争中掠夺得来。主要受

害国家包括希腊、埃及及中国等。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6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3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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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博物馆位于伦敦中心，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古罗马柱式建筑，十分壮观。这里珍

http://baike.baidu.com/view/487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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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文物和图书资料在世界上久负盛名。大英博物馆建于 1753 年，6 年后正式开放，博物



 54 

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和珍品，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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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博物馆拥有藏品 600 多万件。由于开放，原来主要收藏图书，后来兼收历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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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国古代艺术品，其中不少是仅存的珍本。18 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英帝国向世界扩张，

对各国进行文化掠夺，大量珍贵文物运抵伦敦，数量之多，大英博物馆盛不下，只得分藏

于各个博物馆。埃及文物馆是其中最大的陈列馆，有 7 万多件古埃及各种文物，代表着古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6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3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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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高度文明。希腊和罗马文物馆、东方文物馆的大量文物反映了古希腊罗马、古代中国

的灿烂文化。 
第四部分：学习总结 

 

十几天的学习交流很快就结束了，收获体会很多，三言两语很难覆盖全部，就选两个

较深刻的方面，作为总结交流。 

 

英国艺术设计专业课程的综合性表现 

目前我们国家的大部分职业技术学院都很重视学生技能的培养，但往往忽视理论的作

用，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要么理论课程占得比例相当少，要么理论课程完全和专业技能培

养割裂开来，没有真正起到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英国南安普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都实行开放式教学。学院几乎每学期都安排有“项目设

计”实践课，实践时间会随着年级的上升逐步拉长。“项目设计”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学校与

企业密切合作，共同开发产品，通常以市场项目为载体，有明确的设计目的和产品定位，实

行真实项目课题化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多采用合作形式。学生组成课题组做项目，由企业

人员和专业教师进行项目引导，共商解决方案而非教师一家之言。学生完成项目的过程中不

断与教师、企业、客户进行交流，学生的合作能力、分析能力、交际表达能力以及操作诸能

力都得到很大的锻炼。学生能及时掌握客户、企业所需的设计动态，保持了学生与市场、企

业的接触，加强学校、企业、学生三方结合的紧密度。 学生有一个可操作的适合场所和环

境，由学院专业导师负责指导实习，强调实践性。让学生在各种创新设计实践中积累经验，

获取知识，开阔视野，锻炼能力，极大地促进和激发了学生的创作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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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 BTEC（全称是：Business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Council;工商及技术教育委员

会; ）模式也具有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的特点：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强调课程内容的综合性，

鼓励学生跨学科、跨领域查找资料，锻炼自学能力。这种综合性的课程体系设置打破了传统

教育中以“专业”为单位构建的单一课程体系。通过跨学科课程的建立，有利于学生个人知识

体系与价值观的形成，有利于学生在专业上进行多元化的探索和扩大获取知识的途径与模

式。这种学习的集中与整合，也为学生的生活和职业选择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近年来，艺术设计教育中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已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综观英国温彻斯特

艺术设计学院的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情况，创新型的教育模式主要体现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育教学理念，为学生构建一套艺术设计学科的完整知识体系，着重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获取、

运用与创新。打破了学科型知识本位的教育教学模式，从课程目标、课程设置、课程类型、

课程内容及其结构等方面入手，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

借鉴和利用国外这些成功的艺术设计教育经验，对我院的教育教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也为我院的传统工艺美术、现代艺术设计创新型教育指明了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英国的古典建筑  

    英国是产生资本主义最早的国家。资本主义促进了英国建筑业的迅速发展，使英国建筑

从原来的阴暗笨重的城堡型转向新式样的、大规模的、水平高的公共建筑。英国古典建筑在

古希腊、古罗马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意大利文艺夏兴时期建筑和法国古典建筑风格。英

国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时期的建筑风格是外形对称柱式取得控制地位，水平分划加强，

外形简洁，窗子宽大，窗同墙根窄，几乎只剩下一个壁柱的宽度，外形上仍然保留塔楼、雉

堞，体形凸凹起伏；室内用深色木村做护板，板上作成浅浮雕。一些重要大厅用华丽的锤式

屋架，由两侧向中央排出，逐级升高，每级下有—个弧形的撑托和—个下垂的装饰物。英国

建筑主要潮流是“古典复兴”。“古典夏兴”是指古罗马复兴和古希腊复兴。在这种潮流的影响

下，英国建筑了一批著名的古典建筑，为英国建筑发展奠定了基础。英国盛行的另一种潮流

是浪漫主义建筑，又称哥特复兴，主要是在庄园府邸中复活中世纪建筑，模仿寨堡和哥特式

教堂。在古典复兴主义潮流流行的同时，在英国又出现了建筑的折衷主义，就是把古典复兴、

浪漫主义捏合在一起，弥补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局限性，这也称集仿主义。中国的、印度

的、土耳其的和阿拉伯的建筑风格也被英国建筑所引用，在英国建筑中出现了“东方情调”，

引起了欧洲人对东方建筑的喜爱和羡慕。英国建筑融合了世界各国的建筑风格，影响欧洲浪

漫主义建筑风格的发展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