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秦汉唐艺术史专题读书班

• 2015年开始,我馆在每年3-
5月组织丰富多彩的读书月
系列活动，推广图书馆资源
与特色服务，引导大家走进
图书馆，关注阅读，倡导专
业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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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缘起）
读书是寂寞的事，
为什么要成立读书班
1. 西安美院坚持四大传统，突出办学特色:
 周秦汉唐文化
 延安革命文艺
 西北民族民间艺术
 “长安画派”和“黄土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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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汉唐艺术史专题读书班



2017年3月，为倡导专业阅读，凝练我
院学科发展特色，配合第三届读书月活动及
“周秦汉唐艺术史专题书架”的设立，特举办首
届“周秦汉唐艺术史专题读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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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是读书班:  

是从事专业研究或有专业研究兴趣的人群组成的小型学术团体，通过专
题讲座、读书讨论等活动形式，就某一领域的问题展开较为深入的探讨。
在高校，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求知欲强，思维活跃，常常是读书班的中
坚力量。

全国许多高校有举办读书班传统，对学生的治学、研究之路影响深远,

是一种值得在我院推广的学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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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范淑英教授调任图书馆副馆长：

• 主要从事汉唐美术与考古的研究，成果丰硕，愿意奉献时间、投入精力，引领

全院学生对专业学术著作开始深度阅读，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 希望本届读书班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带动本院更多的专家教授组建各学科

专业读书班，引领学生开展学术研读，为创建书香型美院贡献学识，图书馆将

尽可能地为各学科专业读书班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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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读书班活动安排

读书班学员招募：
3月21日，通过图书馆官网、微信、微博、海报同

时发布通知信息

全院周秦汉唐艺术史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限
额５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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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班主要活动内容：
 1. 专题讲座：图书馆邀请汉唐艺术与考古研究专家做六场讲座。

• 2. 读书交流活动、同读一本书：孙机《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
由读书班邀请专业老师带领大家共读，读书班作业展后，图书可由成员带回。

• 3. 建立读书交流群组：使用超星云舟知识空间，为读书班建立专业知识空
间，分享读书经验。

• 4. 读书笔记展：形式不限，可以是手绘、读后感、读书笔记、心得、摘录
等，展览将设一、二、三等奖，对读书班学员及其他参与的师生进行奖励。

• 5. 结课总结：读书班学员参加讲座出勤、收获、读书笔记、对图书馆工作及
本次读书班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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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汉唐艺术史专题读书班活动安排

活 动 内 容 时间 地点

1.招募读书班学员：全院周、秦、汉、唐艺术史研
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限50名），参加读书月期间周
秦汉唐艺术与考古的六场读书讲座；安排三次读书交
流活动。

3月21日
开始报名

图书馆微信、
1楼大厅、QQ

同时报名

2.读书讲座（首场）：题 目：解读汉阳陵 主
讲人：马永嬴 研究员 陕西考古专家主 持：张
凌教授 图书馆馆长

3月27日
（周一）晚

19:00

1号教学楼
学术报告厅

3.读书交流活动：（第一次）主讲人：范淑英
教授 图书馆副馆长介绍读书班活动安排和
要求、纪律推选两名班长负责与导师和图书馆老师
沟通协调，做好班级考勤、活动通知、收发作业等工
作。建立读书交流群组：使用超星云舟知识空间，
介绍专题资源，建立专业知识空间，分享读书经验。
向学员发放同读书籍、笔记本等

3月31日
（周五）下午
14:30确认读

书班名单

图书馆4楼
多功能厅

4.同读一本书：孙机著《仰观集：古文物的欣
赏与鉴别》图书馆邀请专家指导阅读，组织学员讨
论交流读书感悟。读书班作业展后，图书归学员所有。

3月31日/
5月17日

图书馆4楼
多功能厅

5.读书讲座（第二场）题 目：文化的名片飞
向世界——创作的力量主讲人：黄 丽 中国
原创绘本《安的种子》、立体书《大闹天宫》
的作者。主 持：范淑英教授 图书馆副馆长

4月11日
(周二）晚

19:00

图书馆4楼
多功能厅

6.读书讲座（第三场）题 目：隋唐艺术考古新发现
主讲人：刘呆运 陕西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主 持：范
淑英教授 图书馆副馆长

4月19日（周三）
晚19:00

图书馆4楼
多功能厅

7.读书讲座（第四场）题 目：强势的独孤皇后主讲
人：于赓哲 教授 百家讲坛主讲人学术主持：张凌教
授 图书馆馆长

4月24日（周一）
晚19:00

1号教学楼
学术报告厅

8.读书交流活动：（第二次）主讲人：范淑英教授
图书馆副馆长 交流读书心得，讨论相关问题，分享读书笔
记。

4月28日（周五）
下午14:30

图书馆4楼
多功能厅

9.读书讲座（第五场）题 目：汉唐长安与丝绸之路
主讲人：杨瑾 陕西历史博物馆 研究馆员
主 持：范淑英教授 图书馆副馆长

5月4日（周四）
晚19:00

图书馆4楼
多功能厅

10.读书交流活动：（第三次）主讲人：范淑英教
授 图书馆副馆长读书交流、讨论；检查读书笔记、作
业完成情况；总结本届读书班活动。

5月18日（周四）
下午14:30收读书

笔记、作业

图书馆4楼
多功能厅

11.参加读书笔记、作业展形式不限，可以是手绘、读后
感、读书笔记、心得、摘录等。展览将设一、二、三等奖，对
读书班学员及其他参与的师生进行奖励。

5月18日布展5月
22日展出

图书馆展板、
微信、官网

12.读书讲座（第六场）题 目:唐墓壁画中的渊明嗅
菊与望云思亲主讲人：沈睿文 北京大学教授主 持：
范淑英教授 图书馆副馆长

10月27日（周五）
晚19:00

图书馆4楼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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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题讲座（共六场）
第一场：“解读汉阳陵”——马永嬴 研究员 陕西考古专家

3月27日， 马永嬴依据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理念，通过解读汉阳陵考
古发掘成果和相关史料，将西汉时期的礼法制度娓娓道来。互动交流环节，
马永嬴对现场师生的提问一一进行了细致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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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场：“文化的名片飞向世界” ——校友黄丽

• 4月11日晚，图画书画家、太阳娃插画设计有限公司创办人、我院国画系93届

校友黄丽主讲

• 以哲理绘本故事书《安的种子》和立体书《大闹天宫》为例，讲述文化的真实

与情感的真实带给创作的力量，让大家感受优秀绘本中“儿童观”的力量。

• 分享了自己对于绘本插画的创作经验。展示了部分创作手稿、书目与笔记，这

些日常的记录和总结在她看来是创作之外，看似无用实则最为有用的东西。

• 互动交流环节，并向母校图书馆捐赠个人绘本立体书代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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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丰子恺中国原创图画书奖”
新中国出版60年影响力童书
冰心儿童图书奖

◄立体书《大闹天宫》效果图



 第三场：唐代艺术考古新发现
——唐代长安墓地的分布及新发现的唐墓壁画

主讲：刘呆运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隋唐研究室主任

北周与隋唐陵墓及出土文物研究专家

 简要介绍：长安城郊唐代墓地的分布

 详细解读：唐武惠妃敬陵、韩休墓、窦孝谌墓、窦希瓘墓以及遭遇官方
毁墓的机场二期M117和太平堡M68/M138墓中新发现的唐墓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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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



 第四场：“强势的独孤皇后”
——于赓哲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隋唐史专家、百家讲坛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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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独孤皇后的出身——关陇世家入手，介绍
了关陇集团的首领更迭对独孤家族的影响，
家庭变故对独孤皇后强悍果决性格的影响。

• 以杨坚夺权、太子废立等重大事件为主线，
介绍了独孤皇后对隋文帝和隋朝历史的巨大
影响。

• 以孟子般的雄辩之口才及其阳刚之气，将历
史与现实结合，激情讲解，严谨不失幽默，
轻松不乏深刻，并对师生的提问进行了精彩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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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场：“汉唐长安与丝绸之路”
——杨瑾 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 介绍丝绸之路的历史源起，分析汉唐长安地下世界中的各种胡人形象，

分享了她对胡人的历史考察成果。

• 探究汉武帝涉险开拓丝绸之路和当代“一带一路”的相似缘由，

铭记长安是丝绸之路起点的史实。

• 杨瑾代表陕西历史博物馆向我院图书馆捐赠了陕历博全套馆刊

和相关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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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场：“唐墓壁画中的渊明嗅菊与望云思亲”
——沈睿文 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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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睿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汉唐墓葬”研究专家

发表论文30余篇，完成科研项目7项

• 解析山西太原金胜村第6号唐代壁画墓屏风画中的第一幅和第六幅图绘画题材。

• 沈老师通过对墓主人身份、时代政治文化背景的分析，以及文献和图像的比较，

最终考释出这两幅屏风画所绘分别为“渊明嗅菊”与“狄公思亲”。



 第六场：“唐墓壁画中的渊明嗅菊与望云思亲”
——沈睿文 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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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读一本书

• 为什么推荐孙机先生的著作

• 为什么选择《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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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机先生的师从和治学方法

• 文物专家、考古学家

• 1951年，孙机开始随沈从文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

1955年进入北京大学之后，长期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用

考古学的方法研究汉唐时期的中国文物。

• 1986年任研究馆员

• 几十年来，孙机运用文献与实物互相对照、互相印证的方法，

在古代车舆、冕冠、服饰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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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机先生的著述和成就
• 2008年 荣膺“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
• 1992年 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 主要成就：对汉代文物进行了的全面清理 学术专著：十几部
• 论文：中国知网可检索的论文 1980——2016年总共7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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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泓先生的评价

• 通过《仰观集》所收的论文， 充分表明孙机已将文物学研究中的古器物研究推

向新的更高的阶段， 创立了具有他自己学术特征的一门新学科， 不仅对文物

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更对历史学、美术学等诸学科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为什么选择《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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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 与读书班周秦汉唐艺术史专题相合。

• 由35篇论文组成，涉及车舆、服饰、科技、艺术等领域，同学们可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阅读。

• 孙机先生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可作为学界标杆，受益终生。

• 孙机先生的论文不是纯粹的象牙塔里的学问，博闻约取，内容十分丰富，但

语言简洁，易于理解。且他的论文图片清晰优美，常常为其他学者著书立说

时引用。另外，对实践创作尤其是历史文化方面的创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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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读书交流活动（三次）

no.1  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类之盛——孙机《仰观集》导读

no.2   仙凡幽明之间 ——汉画像石与“大象其声”

no.3   大唐气象——唐代金银器制作与唐代女性障蔽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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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类之盛
——孙机《仰观集》导读

主讲人：范淑英 教授 图书馆副馆长
介绍读书班活动安排和要求、纪律。

建立读书交流群组：使用超星云舟知识空间，

介绍专题资源，建立专业知识空间，分享读书经验。

向学员发放《仰观集》、笔记本等 。
布置第二次读书交流的阅读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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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仙凡幽明之间 ——汉画像石与“大象其声”

主题发言：

 探究刻在石头上的汉朝——2000年以来汉画像石研究

——杨匡（已毕业研究生）

 陕北汉画像石墓门上的玄武图像——文化含义及其地域特点

——胡雪竹（在读研究生）

读书班学员自由发言、探讨《仰观集》中有关画像石的论文，探讨相关问题，分享读
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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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  大唐气象

主题发言：
 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研究的时代意义

——段丙文 副教授

 唐代女性障蔽首服兴废考
——秦凯（在读研究生）

自由发言，交流探讨古代服饰文化，交流、分享读书心得，讨论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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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上撷语——西安美院读书、创作笔记展

4. 读书、创作笔记展

• 作品征集

• 组织评选

• 展览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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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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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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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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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颁奖

教育部评估专家观看读书笔记展

读书、创作笔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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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撷语读书、创作笔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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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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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课总结

• 读书班安排的讲座、读书交流活动出勤及参与情况自查
• 共读一本书《仰观集》，布置的相关章节的阅读情况、课前预习、

课堂笔记、课后总结、思考、读后感。
• 参加本届专题读书班的总结、收获。
• 对图书馆各项工作及图书馆组织读书月活动、读书班活动的意见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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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读书班成果



三、读书班成果：

学员收获、学员作业、笔记、总结
专业阅读、阅读兴趣及习惯培养、知识的积累、
学术研究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自我能力得
到锻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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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总结：
• 张晓妍：“学而不思则罔”

• 秦 凯：从小学到研究生阶段参加的第一次专业读书活动，读书班活动是一次目的明确、专业、学术水平较
高的读书活动，建议在时间安排上避开写生月、组织联谊活动、增加实地考察。

• 胡雪竹：图书馆为了这次活动用心良苦，请来了多位著名学者；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大家在踊跃表达
自我观点的同时还发现了一些学术界从没有关注的新现象和话题，为新的研究指出了方向；建议图书馆扩大
对外宣传力度；希望读书班活动能够纳入到本科生的选修课，与学分挂钩，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沈思娴：听每一场讲座，犹如海绵般吸取知识，用新的知识、新的观点和我已有认知不断进行碰撞，不断进
行思考。很多以前忽略的、没有深入了解的问题在交流活动中得到关注......唯一遗憾是没有发言，还是缺乏
一点勇气发言......

 曹瀛文：对《仰观集》阅读过的相关篇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每篇写读书笔记与读后感，联系手头的研究，
进行学习，孙机先生简单却行之有效的二重证据研究法对我启发很大，教会了我扎实研究、严谨认真的治学
态度。建议：提前布置相关专题阅读和写作，结课时汇总结集，留存成果和资料。

 李显扬：孙机先生谦虚、谨慎，文章条理极为清晰，引用、注释、插图无一不以精品著称。读书，贵在坚持，
惟有这默默坚持的力量是与天地相冥契的，所谓“知行合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所以大家一块学习交
流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让我想起古代的私塾，大伙聚在一块讨论问题，“你争我斗，”彼此互不认输，既
提高了学习效率，又发挥了集体的优势，彼此互补短板，拓展知识的深度，可谓是受益匪浅……希望读书班
活动的内容能够更全面更系统，让更多立志步入学术殿堂的学子可以有一个思索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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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博扬：西安美术学院图书馆使读书讲座有了缘起，感谢图书馆老师，感谢陪伴我一起参加活动的
同学和老师！

• 龚雨萌：其实我特别喜欢图书馆组织这样的活动，这样很有我心目中大学的氛围。读书班也很公正，
每一个人都有发言、交流的机会，开口之前有些怯懦，但这是我的一个自我突破，我很喜欢大家围
坐在一块表达自己、讨论问题的这种感觉......对我专业上也是一种提升。建议：组织大家走进博物
馆、亲身感受，或许大家灵感会更多、思维的碰撞会更多。

• 秦 岩：很感谢这学期在读书班有这样和不同专业的人不同领域的老师一起学习的体验！在那个小
小的教室里,一群人坐在一起,身临其中，每次都让我想到共产党刚成立时,也有那么一部分为中国崛
起而坚定奋斗的人在那么一个小小的环境里讨论并完成了那么多对我国意义非凡的事件！

• 因为对未知的好奇，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未来更好的期待，我们围坐在一起，讨论读书的意义，
讨论创作中的点滴体会，讨论历史的某一刻某一处……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宣传和坚持，从读书班
中受益的人将越来越多，也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 王环宇：读书是个快乐的过程，与读书班的同学一起分享读书心得，会使快乐加倍。在这次读书笔
记展览活动中，让我认识到还可以有如此有趣的记录方式，使我对读书、对记录有了更浓厚的兴趣。
希望成立读书会，定期组织大家交流、分享。期待下一次的读书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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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验提炼



1. 搭建起志同道合者交流平台：
图书馆为设计系李瑾、版画系杨璐、学生处创新平台牵线搭桥，和黄丽合作，
探讨关于书籍装帧设计教学、人才培养模式、互相借鉴学习；为我院学生提
供创新实践基地等。

2. 坚定文化自信，提升西美社会影响力：

读书班活动每次都吸引了社会各界同好者参加，共计50余人次，
扩大了西美的学术影响。如：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义务讲解员，陕师
大教授和学生、陕西省国画院、曲江管委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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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锻炼了队伍，增强凝聚力：

图书馆总结三界读书月活动经验，“读书班”从策划、宣传报道到组织实施、结课

每个环节都精心安排，各部门紧密协作；每个人都凝心聚力，敬业奉献，不计名

利得失，使我们的馆员在团结协作、业务能力、组织能力、创新思维各方面都得

以快速提升，锻炼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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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丰富图书馆的特色馆藏：
主讲嘉宾为图书馆捐赠珍贵图书
杨瑾，捐赠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刊
黄丽，捐赠获奖立体绘本图书《安的种子》

《大闹天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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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种子》 《大闹天宫》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刊

经验提炼



5. 增强了图书馆与读者间的交流：读书班学员对图书馆的各项工作及

读书班活动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为我们改进工作提供了依据。

6. 拓宽读者参与社会实践的渠道与平台：陕西省考古专家马永赢、刘

呆运均表示，可以为同学们提供参观博物馆及亲临古墓挖掘、文物考古现场

考察宝贵实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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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读者或同行评价



 读者评价

• 读书班活动是一次目的明确、专业、学术水平很高的读书活动；

• 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大家在踊跃表达自我观点的同时还发现了一些
学术界从没有关注的新现象和话题，为新的研究指出了方向；
• 孙机先生简单却行之有效的二重证据研究法对我启发很大，教会了我扎实
研究、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
• 希望读书班活动能够纳入到本科生的选修课，与学分挂钩，培养学生养成良
好的阅读习惯；
• 感谢图书馆老师的良苦用心与辛勤付出，因为有了你们精心的策划和安排，
读书班活动才得以圆满完成！

…………

读者评价



 教育部评估专家：
结合学院专业特色，培养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高素质艺术人才。

 教 师：
• 读书班促进教学、科研和学术探讨，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

• 在这些读书、创作笔记中，能够感受到学生是自发、用心在读书，很乐在其中的，
而且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阅读过程、感受，是对学习的记录和对学习过程中思维及
审视的追溯。

• 希望同学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踏踏实实读点书，不仅
对学生，对老师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校外各界人士：
高键：很幸运成为读书班的一员，此时落在心田里这一颗读书的种子，会用一生来
慢慢长成，虽然静无声息，却会永远伴随生命一起存在......

同行评价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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