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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物质条件日益丰富和精神文明迅速发展的今天,艺术设计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无论是通过数字媒体或实体广告,人们都在接触不同形态的设计审美。符合民族文化和时代潮
流的审美对学生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本文旨在通过艺术设计的本质与审美教育的教法进行交融性课
程研究,为培养当代具有民族文化和健康审美教育道路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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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Integration of Art Desig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WANG Danbing
Sanya City Vocational College
[Abstract] Today, with the increasingly rich material condition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rt design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people's daily life. Whether through digital media or
entity advertising, people are exposed to different forms of design aesthetics. Aesthetics in line with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trend of the times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students.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blending curriculum through the essence of art design and the teaching method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o
explore the way of cultivating contemporar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with national culture and healthy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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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设计教育与市场联动研究——以“畅游烟台”品牌建设为例
桑亚杰
烟台南山学院
DOI:10.12238/er.v4i8.4153
[摘 要]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特别是广告设计专业教育需要与市场接轨,了解市场行情,发现行业痛点,并
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本论文基于胶东经济圈一体化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在胶东文旅一体化发展的背景
下,以“畅游烟台”服务品牌为依托,重点探讨品牌建设路径。因此,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应以此为契
机,着力研究和化解“畅游烟台”服务品牌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和痛点,立足市场,着眼现状,提出解决问题
的思路和建议。
[关键词] 设计教育；市场联动；畅游烟台；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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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inkage between Design Education and Market in Colleges
--Take "Visit Yantai" Brand Building as an Example
SANG Yajie
Yantai Nanshan University
[Abstract] College art design majors, especially advertising design majors, need to integrate with the market,
understand market conditions, find industry pain points, and put forward ideas for solving problems. Based on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Jiaodong Economic Circle's integration,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Jiaodong's
integrated cultural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lies on the "Visit Yantai" service brand, and focuses
on the brand building path. Therefore, art and design education in colleges shoul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focus on researching and re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and pain points in the process of "Visit Yantai" service
brand building, base on the market, focuse on the status quo, and put forward ideas and suggestions for
solving problems.
[Key words] design education; market linkage; "Visit Yantai"; brand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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