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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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 

 

地点 

南安普顿温彻斯特艺术学院以及其他校外参观场所 

 

目标 

时值学院创建骨干院校期间，为满足对教师资质提升和课程开发的需求，学院以教学科研、人才培养

为主题选派教师走出国门，开展海外交流来提升教师和管理队伍国际化水平，提高教学质量。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的老师和校外专业人士将分享艺术和设计教育资源，对苏州工艺美院的教师进行培

训。此次是中英第四期教师培训，学院派出 17 人，兄弟院校派出 11 人，共 28 人。学院制定了详细的培

训方案，印发了学员手册，成立了班委会，按组进行学习和生活。 

培训从教师和学员互动的角度出发，通过讲座、讨论、参观等方式介绍英国教育体系和英国艺术设计

教育，探讨中英两国教育的异同，研讨艺术设计课程的设置和评价标准，分享两国教育资源。 

 

基本信息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安排培训师资，并负责提供中/英文翻译人员，为培训期间所有课程和实地考察进行

翻译。学员在校培训期间，安排住在温彻斯特艺术学院的学生公寓。公寓内配有烹饪设施，学员可以自备

简餐。温彻斯特艺术学院负责落实出行大巴或其他交通工具。 

 

 

 

 

 

 

 



 

二、团队日程安排一览表 

天数 日期 活动日程 

1 8.5 周一 从上海飞抵伦敦希斯罗机场 

大巴接至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学生公寓 

2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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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合影、参观 old Alresford Place 

2pm   参观南安普顿大学主校区及南安普顿市 

3 8.7 周三 10am  讲座“英国艺术与设计教育体系” 

2pm   讲座“艺术设计教育中课程的设置” 

4 8.8 周四 10am  讲座“设计教学成果和评估方法” 

2pm   结合学生作品讲教学成果和评估 

5 8.9 周五 访问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 

6 8.10 周六 访问布莱顿：皇家宫殿、巷道区 

7 8.11 周日 访问伦敦：伦敦眼、议会大厦、唐宁街、大笨钟、白金汉宫、牛津街 

8 8.12 周一 参观伯恩茅斯大学城海景 

9 8.13 周二 10am  讲座“艺术设计教育的课程开发以及排课问题” 

2pm   讲座“设计管理教育” 

10 8.14 周三 10am  讲座“艺术设计教育的课程开发” 

2pm   讲座“英国教育体系的发展”以及参观工作室 

11 8.15 周四 参观温莎城堡及朴茨茅斯海景 

12 8.16 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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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并参观校园 

下午参观巴斯古罗马浴场和时装博物馆 

13 8.17 周六 参观牛津和牛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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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 周日 参观大英博物馆 

15 8.19 周一 从伦敦希斯罗机场起飞回国 

 



 

第二部分：个人学习设计 

 
根据学院整个团队的培训方案，结合自身的管理和科研工作需要，特拟定个人学习计划如下： 

 

1. 在了解英国教育体系，探讨中英两国教育异同的基础上，学习英国艺术设计教育课程设置和评估方

法，了解温彻斯特艺术学院课程体系建设情况。 

 

2. 了解英国服装专业的工作室建设以及使用情况，为创骨干院校的工作室建设及工作室制教学积累经

验。 

 

    3. 观察英国时装行业的营销手段以及橱窗展示，对市场进行调研，寻找当季热卖款的特点以及与国内

时装行业的比较。 

 

4. 观察和体验英国的教育体系，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等方面充分了解英国，以及中英文

化差异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 

 

 

 

 

 

 

 

 

 

 

 

 

 

 

 

 

 

 

 

 

 

 

 

 

 



 

第三部分：学习日志 

8 月 5 日/周一 

启程：11：40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到达：16：30 伦敦希斯罗机场 

历时：12 小时左右 

 
英国时间下午四点半左右，我们到达了伦敦希斯罗机场。刚下飞机，铺面而来的英文世界让我从飞

机上的睡梦中彻底清醒。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安排了人员接站，我们坐上了开往温彻斯特的大巴，外面在下

着雨，果然是典型的伦敦天气，但愿接下来的时间能与阳光同行。 

经过 1 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到达了温彻斯特艺术学院 Erasmus Park 学生公寓。分配好宿舍，我们

在厨房用餐，这是我们在英国的第一餐，是中餐外卖，虽然简单，但让吃了几顿飞机餐的我们都觉得很美

味。我们每人一间宿舍，备有卧室、浴室，卧室内有电话和宽带网接口，每幢楼共用一个厨房，我们八个

人在一幢楼里即将开始我们的集体生活。在每个人的房间还有温彻斯特艺术学院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一个塑

料袋，里面有对温彻城市的介绍以及学院的基本情况。Erasmus Park 学生公寓离温彻斯特校区有 15 分钟

步行距离，附近有一家 24 小时营业的超市，生活上比较便利。 

英国的天气果然很凉爽，庆幸自己都带的厚衣服呢，许是纬度高的原因，都八九点了天还是亮亮的，

还能看见红艳艳的晚霞。这一觉大家睡的不是很好，早上很早就听到有洗漱的声音，还在倒时差吧。 

 



 

 

 

 

 

8 月 6 日/周二 

在 Old Alresford Place 举行开幕仪式 

    一大早，我们都起床了，窗外郁郁葱葱，鸟鸣不断,空

气清新的很，大朵大朵的云彩像棉花糖一样徜徉在蓝色的

海洋里。就着一缕阳光，吃着面包，喝着牛奶，开始了我

们在英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天。9:00 我们乘车前往南安普

顿市，参加培训班开幕仪式。开幕仪式是在南安普顿市的

古老建筑 Old Alresford Place 举行。 

    开幕式上，首先由温彻斯特市第 813 位市长致辞，他

向我们表示了欢迎，祝贺培训班在温彻斯特开班，希望我

们在这过得愉快。接下来，温彻斯特艺术学院院长 Bashir 

Makhoul、Harris 教授、施教芳教授分别致

辞，施老师代表我院分别送上礼物并合照留

念。 

之后，温彻斯特艺术学院教师和我们第

四批学员进行了简单的交流，我们听工作人

员向我们介绍了这栋老建筑的历史，随后参

观了这幢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董房，有历史感

的瓦砖、多彩的吊篮、独特的天顶，特别是

庭院大片的草地及幽静的小树林，吸引了众

人在此驻足欣赏、流连忘返。 

简单而精致的 cake time 之后，我们就在这座古老建筑里享受了自助午餐，随后参观了对面的大教

堂。 

 



 

 

 

    下午，我们一行参观了南安普顿校区。南

安普顿大学是全英十大科研大学之一，在 2010

年全英大学排名中属前 20，是所综合实力强劲

的大学。 

南安普顿大学校区是没有围墙的，是一所

所建筑组成。我们去的时候，正值暑期放假，

学校的一些公共设施在整修。不过校园里还是

能看到很多学生的身影，特别是中国留学生，

三三两两的走过，很是亲切。 

 

    随后，我们坐大巴车在南安普顿市兜了一圈，回到了温彻斯特。在带队老师 MONICA 的指引下，我

们熟悉了温彻的环境，这真是一个美丽安静的小镇，郁郁葱葱的植物花卉、暖调的建筑、清澈的河流，连

蓝天都格外的透彻，闲逛着，到了下午四点，和市长的下午茶时间到了，我们一行来到了市长办公的府邸，

在市长的介绍下参观了府邸。这位慈祥的市长先生很是亲民，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他和夫人在路边喝咖

啡，看到我们，主动和我们打招呼，还一并介绍了温彻的几个景点，一直笑得很开怀。 



 

 

 

 

 

8 月 7 日/周三 

    今天是我们去温彻斯特艺术学院上课的第一天，一早我们就向学校走去，清晨的路上人很少，微风

轻拂，脚步格外轻盈。大概 20 分钟，我们就到学院了，开放式的校园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没有大门、没

有围墙，也没有保安，一切都这么宁静安然。今天我们将有两个讲座要学习，带着期待的心情进入了课堂。 

上午讲座：Art and Design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Jonathan Harris                                                                                                                

Professor in Global Art & Design Studies, 

Winchester School of Art 

英国高等教育的转变过程   Jonathan Harris 

英国高等教育的转变来自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对

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工业发展需要人才，学

校建立起来，培养社会需求的人才，这与文艺复兴时

期的艺术家有着很大的区别。艺术与设计转变，由此，

分出艺术人、手艺人，制作的与思考的。工作岗位发

生变化，社会文化和技术不断创新。 

在课程的最后，学员们与教授就如何提高上课质

量以及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发展前景等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对于当下一些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在西方备受推崇的原因或方式都陈述了各自的观点。 



 

下午讲座：Curriculum  Design  and  Development 

艺术设计课程的设制是如何开展和开发的   Prof.Ashok  Ranchhod 

 

    英国高等教育与中国高等教育有许多不同之处，对课程设置的方式自然也

不同。 

    Ashok Ranchhod 教授为我们讲述了英国艺术设计课程的开展和开发，

他以游戏的设计与艺术专业为例向我们讲解了课程设制的过程：为什么设制？

如何设制？具体的条例要求？如何与把艺术设计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学员们

听得都很仔细，教授一再强调企业行业的意见对课程的设制有一定的影响，学

院有专门的机构，由各行业、企业的专家组成，会对课程进行评估，甚至在学

生评估中，都会有行业企业的专家参与。 

随后，教授的一位学生为我们展示了一些具体的游戏设制和研发，他带来

了一些最新研发的小游戏，向我们演示了如何进行操作，都是用感应的，用手

在屏幕感应处自由的操控，在游戏中会有不同的效果，画面很美，音效也很动

人，每款游戏都有很多学员争相上台演示，于是，在热烈愉悦的气氛中讲座结

束了。 

 

 

8 月 8 日/周四 

讲座：Designing Learning Outcome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Clio Padovani 

“设计学习成果和评估方法” 

Clio Padovani 

    今天，是一位美丽的 女老师给我们讲关于学

习成果的评估方法。Clio 老 师向我们介绍了英国大

学的学习成果和评估方法，对 于学生而言，学习成果和

评估方式都是非常透明的，相 关文件相当详尽，并且文

本资料齐备，学生可自行对关 心的方面进行查询或咨

询，在学习之前就定好相应的 学习计划，从而得到好的

学习成果。通常，学习成果包 含四个方面：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学生认知思维的技 能、所学的专业知识以及

如何运用的实践能力。讲座介 绍了英国大学评估框架，

详细讲解了评估的目的，包括 监控学习；评定能力；提

供学习背景，承上启下；提供 意见反馈给学生和老师

等。英国注重考查学生自我评 价、总结、规划，评估学

生自己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每个教师都很重视评估，教师的评语也写得十分严谨，包括包括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思考的能力；想法如何实现，技能和实践能力。 



 

在讲座中，老师讲到对学生评估中，公平、公正且透明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评估的老师通常由几位组

成，不仅是这门课的授课老师，还有企业的专家以及相关行业的领导者等。并且对老师也要进行评估，且

评估结果会对老师有直接影响，特别提到一个“QAA”课程标准评估，是一个相当于质控处的部门，会把

关课程的质量监管以及评估工作。而且，大学有一个相当于我们的 OA 功能的一个网站“Blackboard”，

是一个平台，每个教师都必须把自己所授课程的相关资料传到网上，学生可随时查阅并下载，同时还有一

些关于学习技巧或是实习信息之类的小新闻，师生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讨论。 

总体而言，英国的教学评估体系已经系统化、科学化，能够帮助学生和老师了解知识、技能的掌握程

度，能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相对于英国的体系，我们的评估过程还不够完善，不够透明化和公正化，并

且缺少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评估，应该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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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来英国的第五天，今天我们会离开温彻斯特，来到伦敦，参观两个风格迥异的博物馆。上午，我

们的目的地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它坐落于伦敦的一间装置及应用艺术的博物馆，专门收藏美术

品和工艺品，特别还有欧洲服饰发展史的展厅，是我的主打项目。其展示空间供分为 4 层楼，藏品从公园

300 年到现代展品，种类繁多，分为东方展厅、西洋艺术展厅、时装设计展厅等。 

在服装设计展里，有欧洲服装的发展史，从中世纪的服饰到近代、当代的时装，款式详尽，即使在服

装业发达的法国和意大利都没有可与之媲美的部分。 

 



 

 
下午参观的是泰特现代美术馆，其位于泰晤士河边，是由一座发电厂改建而成，外表是褐色砖墙覆盖，

内部是钢筋结构，建筑师合理利用了发电厂的内部空间，设计了多样的展台和通道。人们在这里边喝咖啡

边俯瞰伦敦城，欣赏泰晤士美景。 

泰特现代美术馆专门收藏 20 世纪现代艺术,包括毕加索、马蒂斯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最受欢迎的馆

藏为拉斐尔前派和泰纳的作品。 

美术馆旁就是泰晤士河，河水川流不息，时有轮船渡过，两岸由一座颇具现代感的钢精桥梁连接，景

色优美。 

 

 



 

8 月 10 日/周六 

 
    经过几天的课程，今天我们去布莱顿享受轻松时刻。布莱顿( Brighton )是英国南部的海滨旅游度假胜

地，有着“海滨伦敦”美誉。类似于中国的大连和青岛。这个紧邻伦敦的城市，以历史、文化、包容和美

丽的景色而出名。布莱顿是海外游学和夏令营的热点城市，在布莱顿可以游览巷道区、皇家行宫和布莱顿

码头三个区域。 

    布莱顿的巷道区都是蜿蜒曲折的小巷，据说是布莱顿从小渔村发展至今而留下的痕迹。布莱顿有两个

主要购物区：一个是邻近沙滩的 The Lanes，另一个便是隔两条街的 North Lane。这里有超过 300 间以

上的商店，其中 Kensington Gardens 及 Gardener Street 是主要的购物街。在布莱顿可以吃到特别好吃

的炸鱼薯条，据说这是英国特色的“国菜”。  

    布莱顿最为著名的景点无疑就是皇家宫殿——英皇阁。英皇阁，位于布莱顿市中心，始建于十九世纪，

是位于英国海滨旅游胜地布莱顿的豪华宫殿，是英国皇室建造的避暑胜地。在 19 世纪摄政王、后来的英国

国王乔治四世的海边隐居地。英皇阁是一座富有东方特色的宫殿，我们第一站就是来到宫殿，当布莱顿英

皇阁在眼前出现的时候，让人仿佛置身于南亚次大陆，中国式的回廊加上印度式的圆顶，不伦不类，但确

实很漂亮，保存修缮完好，最出名的就是它的 3 个像大蒜头的圆顶。乔治四世把一座农舍建筑成这座宫殿

的时候，他还是摄政王，所以他的装修不追求威严肃穆，而是追求漂亮奢华，Frederick Crace 和 Robert 

Jones 为摄政王殿下的古典口味进行了一些变通，用来自东方的中国范儿（当然中国风的装饰也是那个时

代风靡世界的特色）为他做了装饰，让这座宫殿从外到里都洋溢着来自亚洲的异国风情。中式的家具，中

式的餐具，甚至景泰蓝和黄金白银的器具和摆设，都散发着熟悉的气息，让人仿佛是在参观着故宫雍和宫，

但是中国风格与本地特色的糅合所致，这里的龙、凤等彩绘和雕塑，已经与中国的龙凤有了诸多不同，更

有趣的是，绘画上用于装饰的汉字，甚至是门楣上的文字，都是没有意义的文字组合。  

    离开宫殿，我们顺着巷道区的小路来到了海边，布莱顿海滩与别处海滩不同，全部是密布鹅卵石的沙

滩，与蔚蓝的海水、飞翔的海鸥、海边乔治风格的白色建筑相映构成海边美景，很多游客还躺在鹅卵石上

享受沙滩海风。听着海浪拍击的声音，真是一种享受，看着美丽的石头，忍不住的挑了一些带了回来，还

忍不住的吃了一份据说是最好吃的“fish and chips”,还真是美味阿！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8656.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122.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1124.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301.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444.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8656.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8656.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6806.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182.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5548.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5548.html


 

  

 

 

 

8 月 11 日/周日 

 
今天我们的行程是伦敦一日游，早就期待去看看伦敦了。一早我们就坐上了去伦敦的大巴，天空飘着

小雨，却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心情。一路上的景色一晃而过，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旁大片大片的草地，偶尔

还能看到成群的牛羊呢。到达伦敦，我们一路走过，经过了议会大厦，走在泰晤士河上，大本钟就在对面，

整点就能听到它依然洪亮的钟声，接着，我们走到了一个超大的摩天轮脚下，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眼。它坐

落在泰晤士河畔，是世界第四大摩天轮，是伦敦的地标之一。每个轮子里面可以坐 30 人，转上一圈大约需

要半个小时。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们一行人跳上了一个观光厢。缓慢地，我们越升越高，整个伦敦都在我

们脚下，小雨淅淅沥沥的下着，透过玻璃窗，看着雨中的伦敦，心情美好的难以言喻。 



 

        

 
    随后，我们来到了白金汉宫（Buckingham Place），英国的王宫。建造在威斯敏斯特城内，位于伦敦

St.James Park 的西边，是皇室办公和休息的场所，英女王就住在这里。宫内有典礼厅、音乐厅、宴会厅、

画廊等六百余间厅事。中午，白金汉宫的皇家卫队会举行换岗仪式，吸引了众多游客围观驻足，都来感受

王室，可惜我们去的这天没有看到换岗仪式，十足遗憾。 

 

    



 

8 月 12 日/周一 

参观：伯恩茅斯 

    伯恩茅斯（Bournemouth）是英国

南部的港口城市，距南安普顿约 40 千米，

濒临英吉利海峡。我们乘车来到这个海边城

市，又一次闻到了海水咸咸的味道，这里的

海滩有别于布莱顿的石头沙滩，全部都是细

沙，踩在脚上软软的、滑滑的，很舒服。海

水真是蓝阿，无边无际的蓝色的海洋，从高

处看，颜色非常的丰富，蓝色、绿色夹杂在

一起，又泾渭分明的把海水分割成一道道亮

色的线，美得很绚烂。在海边喝了一杯浓浓

的咖啡后，我和几个小伙伴顺着路来到了城

区，在一家餐厅吃起了牛排，嗯，咬下去滋

滋作响，汁水充足，就着一小口红酒，微醺

的午后很是惬意。 

    下午我一个人慢慢的逛着，在不大的市

中心总是能遇到熟悉的面孔，微笑着打声招

呼各自走开，一个人逛着小店还蛮开心的，

不用凑着别人的步伐和时间。我很喜欢看橱

窗，几乎每个好一些的橱窗都拍了下来，小

镇上的色彩很是丰富，多彩的房子，蓝蓝的天空，霓虹般的海洋，真是一个让人忘记凡尘的地方。不知不

觉集合的时间到了，我却找不到方向了，幸而遇到两位本校的老师，带着我找到了集合的地方，到了车上

不禁轻叹一声，方向感真的很重要呢！ 

 

 

 

 

 

 

 

 



 

8 月 13 日/周二 

讲座：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the Studio 

Tim Metcalf       Betty Nigianni 

    经过了几天的外出参观和购物 后，今天又一次

坐入了课堂听讲座，今天讲座的内 容是“工作室课

程表的设置和课程进行的方式、方 法”。这个 PPT

是由艺术与设计系的系主任 TIM 设 计的，由 Betty

老师进行讲解，Betty 老师是负责 本科和研究生

的设计责任感的理论课程。在这个 讲座中，主要讲

解了以下七个部分：如何设置课程 表、如何布置作

业、作业内容的设置、怎样进行教 学、作品集的制

作、如何对学生进行评估、如何分 配和安排工作

室空间。在讲座中还有一个重要的 内容就是作品

集的制作。作品集，顾名思义，就 是学生对这门

课程的作业，它强调的是整个学习 的过程，是记录

学生思维以及表达其设计理念的手 段，也是向外界

展示的媒介。“作品集”这个概念在我们学院已经很成熟了，基本和英国的概念没有太大差别，可能有个细

小的不同：英国的作品集里的内容不一定全部都是好

的、正确的，它同时也记录着学生在思考过程中错误

的或是不完美的一部分，这样的内容更生动。 

在讲座中，Betty 提到一个概念，“工作室”和“工

作车间”的区别，工作室教学侧重于设计、创意的开

发，由老师讲授，而工作车间是手动能力的展示，由

技工辅助学生完成学习，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的。工作车间的内容是为工作室课程服务的，提供工

作室课程所需软件知识、专业操作知识以及工作空间

等。 

傍晚，我们集体在河边的一家餐馆里吃了西班牙

海鲜烩饭。我们大家排排坐、对对坐，占了餐厅的大

部分空间，从精致的沙拉到美味的烤串到特色烩饭，

配上店里特有的水果葡萄酒，让人食指大动、胃口大

开。我们一边吃着美食，一边闲聊着，吃饱了拿着一杯酒在外面的露台上坐坐，吹吹风、看看河，不知不

觉中夜幕降临了。 

 

 

 

 



 

8 月 14 日/周三 

参观温彻斯特艺术学院 

 

 

在温彻斯特艺术学院的课程即将结束，今天，MONICA 带我们参观学院和工作室。温彻斯特艺术学院

至今已有 130 多年的历史，在英国艺术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96 年并入南安普顿大学，从而得以共

享这所英国顶尖科研大学的丰富资源。专业上包含本科和硕士的学业，有美术、艺术设计、纺织和服装纤

维等专业设置。整个校区占地面积并不大，但所有空间都物尽其用、尽然有序。我们重点参观了温彻斯特

艺术学院的工作室，这里的工作室都比较实用，注意细节，以满足教学为标准，利用率很高。相比而言，

我们学校的工作室比他们要先进，空间大、设备齐全，但利用率不高，我们在这个方面还要深入研究，与

行业、企业合作，真正把工作室的作用发挥出来。 

 



 

8 月 15 日/周四 

 
看到通告上今天要去参观温莎城堡，着实蛮兴奋的，温莎公爵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故事很是浪漫，我想

着，他们居住的城堡该有多么的惬意阿。谁知，此温莎非彼温莎，和温莎公爵一点关系都没有，却是女王

陛下的行宫之一，现任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经常到温莎城堡，在这里进行国家或是私人的娱乐活动。

古堡历史悠久、气势恢弘、景色优美、内涵丰富，体现了英国人的绅士和优雅。  

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们到了入口处，大厅的墙壁上放映着伊丽莎白女皇加冕时的影像，那时

女皇还很年轻，青涩美好的脸上端庄娴静，让人感慨岁月的流逝。  

进到古堡，被眼前大片的草地和宏伟的宫殿征服，清新的空气透着股草香，听着导缆器的解

说，我们一步步的向里走去。  

 

 

 

 

 

 

 

 

 

 

 

 

 



 

 

下午我们来到有名的购物街 Portsmouth Gunwhalf,这里涵盖了世界各国的名品折扣店，从亲

民的 nike、zara 到 topshop、coach 到 ralph lauren、prada 等中、高档品牌，虽然不是当季

的产品，但打折力度大得很，学员们都是大包小包的很是过了一把购物的瘾。  

 

8 月 16 日/周五 

 
一早，7：20 我们就坐上了去巴斯的大巴，一路上依旧是连绵的草地和山丘，满满的绿色在窗外飞驰

而过，经过了两个多小时 的路程，我们到达了巴斯

城。巴斯位于英国的西南 部，是一个非常美丽和典雅

的小城市。巴斯的路是山 路，高高低低的起伏有致，

坡度都很陡，从坡上下来 的时候心会猛地落下，大巴

里一片惊声。 

巴斯大学艺术设计 学院成立于 1898 年，坐落

于古城巴斯。这里是英国 唯一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城市，以拥有悠久的历史 和乔治时代的建筑著称。许

多著名的艺术家选择住 在巴斯，同时他们也为巴斯

艺术设计学院的教学做 出了贡献。 

巴斯艺术学院规模 不大，设有美术、油画、雕

塑、视觉设计、动画、插 图、摄影、电脑设计、多媒



 

体、纺织设计、服装设计、陶艺等专业。校园历史悠久，景色迷人，充满了乔治时代的风味。学院的负责

人带我们参观了校园的主要工作室，因为是暑期，所以只有少数几个修研的学生在准备作品，其它就没什

么学生了。我特别看了服装纺织专业的工作室，机器设备并没有比我们学校先进到哪里去，空间大小也不

是特别大，但给人的感觉就是物尽其用，井井有条的。所有的设备边上都有详尽、清楚的操作讲解，以彩

色打印的方式贴在墙上，在制版的桌子下面都有储物的空间，这样桌面和地面都很干净有条理。 

 

 
巴斯是英格兰城市中博物馆和美术馆众多的城市，下午我们先是去参观了古罗马浴场，看着嘟嘟冒起

的温泉，不由得怀念起泡在温泉里惬意的感觉。接着，我还去参观了巴斯服装博物馆，这里收藏者诸多近

代的皇室及贵族服装，种类繁多且详尽，还有有趣的互动游戏，在一张画着人体的卡片上，用彩色笔画上

自己设计的服装，既有趣又有意义。 



 

 

 

 

 

8 月 17 日/周六 

 
今天我们徜徉在著名的学府牛津大学的氛围里。一大早，我们就驱车来到了有名的牛津镇，

我们问牛津大学在哪里，MONICA 给了一张地图，笑着说，整个镇都是，牛津大学的各个学院就

散布在这座美丽的小镇上。  



 

 

好吧，那就带着相机逛一逛吧。从下车的地方开

始，我们踏上了寻找牛津学院的步伐，整个小镇郁郁

葱葱，绿色的植被沁人心扉，巍峨的建筑、人文的气

息，都是小镇成为众多旅游者慕名而来的原因。我们

一路走来，看到神学院、法学院和各式教堂，爬上教

堂的尖顶，整个城市就在眼前，浑厚的钟声就在耳边

萦绕，阳光铺洒下来，似乎见到了天使的翅膀。  

晚上，我们赶回温彻斯特，在市政厅举行了结业

仪式，市长夫妇和温彻斯特艺术学院的院长等参加了

活动，由市长先生为我们颁发证书。  

随后，就在市政厅的接待室，摆开了长长的餐桌，

我们一起就餐，品尝了美味的英式餐点。  

 

 

 

 

 

 



 

8 月 18 日/周日 

 
英国国家博物馆（British Museum），又名大英博物馆，位于英国伦敦新牛津大街北面的大罗素广场，

成立于 1753 年，1759 年 1 月 15 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

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博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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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博物馆内部的埃及展馆大英博物馆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 1753 年。汉斯·斯隆（Hans Sloane）

爵士是当时的一位著名收藏家，1753 年他去世后遗留下来的个人藏品达 79,575 件，还有大批植物标本及

书籍、手稿。根据他的遗嘱，所有藏品都捐赠给国家。 

  大英博物馆历史上除了 1972 年的几个月外，一直都是免费对公众开放。2002 年博物馆面临了严重的

财政危机，由于馆员抗议裁员，博物馆甚至被迫关闭了几天。几个星期后，一个希腊雕像失窃，主要原因

是保安人员的缺乏。 

  古埃及艺术品是大英博物馆最富盛名的收藏。大英博物馆的东方文物收藏也十分精彩，主要包括中国、

印度、日本、韩国、波斯及南亚和东南亚等地的艺术品。中国收藏品中以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

最引人注目，而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和上世纪初由斯坦因带往英国的大批敦煌文物也是极其重要的珍品。 

英国国家博物馆和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同列为世界三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包括埃及

文物馆、希腊罗马文物馆、西亚文物馆、欧洲中世纪文物馆和东方艺术文物馆。其中以埃及文物馆、希腊

罗马文物馆和东方艺术文物馆藏品最引人注目，而中国的藏品则是占据了绝大部分，且其所收藏的古罗马

遗迹、古希腊雕像和埃及木乃伊闻名于世。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3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046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046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87.htm


 

 

 

 

 

 

8 月 19 日/周一 

启程：13：30 伦敦希斯罗机场 

到达：8：30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历时：12 小时左右 

 



 

今天我们即将踏上回程的旅途，早上九点离开住了两周的学生公寓，看着渐渐远去的红房子，一丝离

别的愁绪涌上心头。机场依旧是 热闹非凡，每天都在上演的分离

场景依旧进行着，经过了长长的 队伍，我们终于都办理好了手

续，还没完成采购任务的学员们 又一头扎入了机场免税店的怀

抱，将手头的英镑都消贻殆尽。 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我们坐上

了回程的飞机，还是英航，依旧 是食不知味的飞机餐，不过换了

一批空乘人员，不知是精神足还 是什么原因，十几小时的旅程我

竟一点困意都没有，看了几部电 影，吃了一桶泡面，下飞机的时

候脚肿的连鞋子都穿不下了，出 了机场大门，脚踏上大巴车的时

候，才有了点真实的感觉，热气 扑面而来，已经适应英国凉爽气

候的我们大呼吃不消。 

两个小时的车程，终于回到 了学校，熟悉的景色为炎热的夏

天带来一丝绿意，一想到两周没 见的家人，不由得心跳加速，心

情顿时灿烂起来。 

 

 

 

第四部分：学习总结 
两周的学习交流时间流逝的飞快，踏上了回程的飞机，我还很清晰的记得刚踏上英国土地的感受，一

眨眼，已经要回程了。在这十几天的学习交流中，感想颇多，看到了优势、也看到了差距，希望今后能在

我们现有优势的基础上更加完善和完备。 

英国的高等教育中，艺术教育占有相当的地位，以严谨的教学管理著称，注重自学能力的培养，训练

学生养成自主学习和研究的习惯，提升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英国艺术教育很重视学习的

过程以及过程的记录，他们认为创作是创意思维活动的过程，不仅仅是创作的结果。其艺术教育大都是以

工作室模式来授课的，工作室都是空间分配得当、设备使用率高、资源丰富。 

相较我们的高职教育的现状，我们与国外交流也有十来年了，在教学方法方面并不落后于国外的院校，

我们有开阔的空间、完备的设备资源、强大的管理平台，教育理念也很先进，但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和国

外艺术院校的毕业生还是有不小的差距，我想，一来与从小造就的教育背景有关；国外的艺术教育思维方

式是从小就培养的，已经形成了习惯，再加上整个的国情营造的艺术氛围就不一样，对于我们而言，艺术

还是精英式的，只是小众的，并没有走入普通家庭的生活。而国外的学生，从小在各类博物馆美术馆、各

种展览中培养出来的艺术修养，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这点，是我们很难比较，也很难改变

的。二来，我们的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不够强，自主意识有点薄弱。他们更习惯于跟着老师的思维前进，

没有批判的精神，艺术视演不够开阔。在以后的教学中，希望能更加侧重学生自我思维的发展，培养其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精神，增强学生的艺术修养。 

我们学校有七大系，每个系都有众多的工作室，有大量的设备和空间，相对国外不是很大的空间，我

们还是占优势的。只是与英国院校充分合理使用的工作室比较，我们的工作室有时候显得有些徒有其表了，

有些设备因为这些或那些的原因空置着，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希望在今后的教学中，能充分利用各个工作

室资源，能在学院平台内使用所需设备，当然，这需要非常清晰完备的管理条例支持。 

在英国的这些天，一直都有在逛街，对于服装专业而言，逛街也是一项很重要的过程，在逛街的过程

中，我们能发现今年哪些元素畅销，哪些款式好搭配等等。英国的服装品牌颇多，知名的也不少，街道上

的服装店，不论大小品牌，都很注重自己的橱窗展示，透明的橱窗也是街道的一大亮色。其实，在英国生

活的话，很多品牌都是普通人消费的起的，但是到了中国，这些中档品牌摇身一变，俨然挤入奢侈品行列，



 

动辄上千的价格实在是让人无奈。英国的服装品牌比较注重自身品牌背后的文化背景、企业信念，能从一

而终的围绕这个精神表达设计，所以，设计作品有内涵、有连贯性、系列性，整体也好搭配，这是目前我

们的很多品牌所欠缺的。 

总的来说，希望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能更好的发挥工作室的作用，更好的与行业、企业联系，共同

设置课程，努力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培养自主自立的合格设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