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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湖北省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统一考试 

戏剧与影视学类（表演专业）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考试戏剧与影视学类（表演专业）全省统一考试是全国

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统考主要测试考生的基本演员素质（感受力、想象力、

表现力等）、形象条件（身高、五官、体型）、形体和声音表现能力，选拔出具有

戏剧影视表演基本条件和专业学习潜能的艺术类合格新生。 

       二、考试科目和分值 

考试科目 考试形式 分值 

目测 面试，考查考生形象以及身体条件 20 分 

演唱 面试，清唱自选歌曲、戏曲唱段或曲艺作品一首 55 分 

台词 面试，朗诵自备文学作品或戏剧影视台词片段 85 分 

形体 面试，表演自选舞蹈或形体片段 55 分 

表演 面试，根据命题编演即兴小品 85 分 

总分 300 分 

     注：面试科目均按百分制评分，科目成绩=科目百分制成绩×
100

科目分值
。 

三、考试内容和形式 

    （一）目测（20 分） 

通过目测考生的五官、身材、形象、气质等，判断考生是否符合专业学习基本

要求。 

    （二）演唱（55 分） 

     1. 考试目的 

通过对考生的音色和音准的了解，考查考生是否具备演员的声音条件和基本音

乐素质。 

2. 考试内容和要求 

考生清唱自选歌曲、戏曲唱段或曲艺作品一首，风格不限，考试时间 2 分钟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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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词（85 分） 

1. 考试目的 

通过考生的朗诵，考查考生的声音条件和语言的规范程度，对作品思想内容的

理解能力，对作品意境、情感的把握能力，对所塑造人物形象的感受能力和表现能

力。 

2. 考试内容和要求 

考生脱稿朗诵自备诗歌、散文、寓言、小说等文学作品或戏剧影视台词片段，

考试时间 2 分钟以内。 

（四）形体（55 分） 

1. 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的肢体表现能力、模仿能力、形体的可塑性和灵活协调性。 

     2. 考试内容和要求 

     考生表演自选舞蹈、戏曲身段、武术、体操等形体片段均可，考试时间 2 分钟

以内。 

    （五）表演（85 分） 

     1. 考试目的 

     表演考试是对考生基本素质的综合考查。除了对考生外部形象、气质进行考查

外，更主要的是对考生的想象力、感受力、理解力、表现力以及激情、应变能力等

内在素质的考查。 

2. 考试内容和要求 

考生随机抽取试题，根据试题集体编演即兴小品，表演时间 5 分钟以内。 

考查考生能否建立适当的环境和人物关系，明确各自的角色和任务，能进行良

好的互动并能很快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境。按照生活逻辑展开合理的艺术想象，准

确、生动、富于创意地演绎主题。   

    四、考试评分标准 

（一）目测（20 分） 

    考查要素：①五官；②身材；③形象；④气质。要求身材匀称、比例协调，五

官健康正常，气质较好，大方得体，生理心理状态稳定。 

     评分等级：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0—100 分 五官健康，轮廓清晰，体格匀称，身材比例协调，外型气质佳 

二等 75—89 分 五官比较健康，轮廓较清晰，身材比例较协调，外型气质较好 

三等 60—74 分 五官条件一般，身材比例协调性一般，外型气质一般 

四等 59 分及以下 五官条件较差，身材比例协调性较差，外型气质较差 



- 3 - 

（二）演唱（55 分） 

考查要素（考生应具备的四项条件）： 

 ①声音条件：音色、音质、音准； 

     ②音乐素养：音乐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③音乐表达：音乐的准确理解和表达能力； 

     ④音乐表现力：情感的表达和控制能力。 

      评分等级：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0—100 分 
嗓音条件优秀，音色优美；吐字清晰；音准、节奏把握准确、稳定；音乐

表现力强 

二等 75—89 分 
嗓音条件较优秀，音色较优美；吐字较清晰；音准、节奏把握较准确、稳

定；音乐表现力较强 

三等 60—74 分 
嗓音条件、音色一般；吐字清晰程度一般；音准、节奏把握一般；音乐表

现力一般 

四等 59 分及以下 
嗓音条件、音色差；吐字清晰程度较差；音准、节奏把握不准确；音乐表

现力较差 

（三）台词（85 分） 

 考查要素（考生应具备的四项条件）： 

①声音的质量：音质和音量； 

      ②作品的表现力：对作品理解和把握准确； 

      ③作品的感染力：对作品理解合理并能赋予情感表达； 

      ④作品的形象感：对作品有二度创作能力，使之产生对作品描述的形象感。 

      评分等级：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0—100 分 
普通话标准；朗诵自然真实；口齿清楚；咬字吐词清晰；具有很好的作品

理解能力、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 

二等 75—89 分 
普通话标准；朗诵较自然真实；口齿较清楚；咬字吐词较清晰；具有良好

的作品理解能力、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 

三等 60—74 分 
普通话较标准；朗诵状态基本自然；口齿清楚程度一般；咬字吐词清晰度

一般；对作品理解能力、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一般 

四等 59 分及以下 
方言较重；朗诵生硬；口齿不清；咬字吐词不清晰；对作品理解能力、感

受能力和表达能力较差 

（四）形体（55 分） 

考查要素（考生应具备的四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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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基本功：力度、柔韧度、稳定性、灵活性； 

     ②协调性：肢体运动协调； 

     ③动作韵律：动作韵律感； 

     ④情绪表达：肢体运动的感觉和情绪表达。 

评分等级：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0—100 分 
肢体无缺陷；形象良好、仪态优美；具备很好的基本功，形体协调性、

灵活度好；肢体表现力强，动作韵律感强 

二等 75—89 分 
肢体无缺陷；形象较好、仪态大方；具备良好的基本功，形体协调性、

灵活度较好；肢体表现力较强，动作韵律感较强 

三等 60—74 分 
肢体无缺陷；形象一般、仪态尚可；协调性、灵活度一般；肢体表现力

一般，动作韵律感一般 

四等 59 分及以下 
肢体有缺陷；形象较差、仪态不佳；协调性、灵活度较差；肢体表现力

较差，动作韵律感较差 

（五）表演（85 分） 

      考查要素（考生应具备的四项条件）： 

      ①审题准确：对小品的题目立意、审美形式理解准确； 

      ②立意鲜明：能鲜明表达主题并有创意； 

      ③构思严谨：表达作品的行为逻辑、语言逻辑设计准确； 

      ④表演时自信、松弛、投入、真实。 

      评分等级：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0—100 分 
表演主题明确，创意新颖；表演状态松弛、灵活；在特定情境中组织行为

动作的能力强；理解和感受能力强；人物形象感强 

二等 75—89 分 
表演主题较明确；表演状态较为松弛、灵活；在特定情境中组织行为动作

的能力较强；理解和感受能力较强；人物形象感较强 

三等 60—74 分 
表演主题不明；表演状态松弛、灵活程度一般；在特定情境中组织行为动

作的能力一般；理解和感受能力一般；人物形象感一般 

四等 59 分及以下 
表演无主题或不明确；表演状态僵硬、造作；在特定情境中组织行为动作

的能力较差；理解和感受能力较差；人物形象感较差 

五、表演科目试题示例 

1. 考试之前 

2. 虚惊一场 

3. 怎么又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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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湖北省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统一考试 

戏剧与影视学类（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考试戏剧与影视学类（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全省统

一考试是全国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作为戏剧与影视学

类一级学科的支撑专业之一，该统考主要测试考生学习播音与主持专业应具备的

基本专业素质和能力，选拔具有学习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基本条件和潜能的普通

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合格新生。 

二、考试科目和分值 

考试科目 考试形式 分 值 

自我介绍 简单的介绍自己，限时半分钟 20 分 

作品朗读 现场抽取并朗读指定文学作品一篇，限时 1 分钟 60 分 

即兴说话 现场抽取 2 个命题，自选 1 个即兴说话，限时 1 分钟 80 分 

新闻播报 现场抽取并播读指定新闻类稿件一篇，限时 1 分钟 60 分 

新闻评述 根据抽取的新闻稿件现场进行评述，限时 1 分半钟 80 分 

总分 300 分 

注：面试科目均按百分制评分，科目成绩=科目百分制成绩×
100

科目分值
。 

三、考试内容和形式 

（一）自我介绍 

1．考试目的 

按照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等电子传媒受众的基本审美标准，通过自我介绍

的个性化展示，综合考察考生的外形条件、气质修养、上镜效果、肢体副语言运

用情况。 

2．考试形式及要求 

考试形式为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内容不限，但不能透露姓名、准考证号和所

在学校，不可以借助道具表演进行自我介绍。要求口齿清晰，语音标准，有交流

感，限时半分钟。 

（二）作品朗读 

1．考试目的 

通过朗读指定文学作品，考察考生音质、音色、认读感受、汉语普通话水平

及语言表达等能力。评判考生是否具备学习本专业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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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形式及要求 

现场抽取并朗读指定文学作品一篇，要求普通话标准、口齿清晰、声音圆润、

声情并茂，有感染力。限时 1 分钟。 

（三）即兴说话 

1．考试目的 

通过命题即兴说话，考察考生的发散性思维水平、汉语普通话综合水平、对

事物的感受能力、交流语境中语言表达的能力及话题驾驭能力。 

2．考试形式及要求 

根据现场抽取的 2 个命题自选 1 个即兴说话，要求思维活跃、主题明确、内

容新颖、具有个性，语音准确清晰，表达自然流畅，限时 1 分钟。 

（四）新闻播报 

1．考试目的 

通过考生对新闻类稿件的播报，考察考生对新闻语体样式的把握情况。 

2．考试形式及要求 

现场抽取并播读指定新闻类稿件一篇，要求语音清晰标准、语句流畅，内容

清楚，重点突出，限时 1 分钟。 

（五）新闻评述 

1．考试目的 

通过新闻评述，考察考生的新闻敏感、快速思维、语言组织、话语生成及心

理控制等能力。 

2．考试形式及要求 

依据新闻播报所抽取的新闻类稿件，进行现场评述，要求准确理解新闻稿件

的内容，做到评有观点，述有道理，语音标准，表达自然流畅，限时 1 分半钟。 

四、考试评分标准 

（一）自我介绍（20 分） 

主要从外形条件、语音基础、上镜效果、仪表仪态、言行举止等方面衡量。

要求服饰搭配得当，仪态端庄、优雅大方，举止得体、充满自信，具有亲和力；

肢体副语言运用恰当。 

评分等级： 

等级 分数 评分标准 

一等 90—100 分 
外形条件和气质修养好，介绍语言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表达流畅有亲

和力，声音基础条件好,语音标准 

二等 75—89 分 
外形条件和气质修养较好，介绍语言有一定的个性特点，表达基本流

畅，声音基础条件较好，语音比较标准，偶有方音 

三等 60—74 分 
外形条件和气质修养一般，介绍语言缺乏个性特点，表达不甚流畅，

声音基础条件一般，语音基本标准，方音影响较大 

四等 59 分及以下 
外形条件和气质修养较差，介绍语言缺乏个性特点，表达不流畅，声

音基础条件较差，语音不标准，方音影响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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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朗读（60 分） 

考察考生是否具备学习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基本语音条件及语言表达基

础。要求普通话标准、口齿清晰、声音圆润、声情并茂，有感染力。 

评分等级： 

等级 分数 评分标准 

一等 90—100 分 
口齿清晰，字音标准，声音圆润动听，理解感受准确，情绪自然积

极，表达流畅，语言表现力好 

二等 75—89 分 
口齿清晰，字音较为标准，偶有方音语调，声音比较圆润，理解感

受比较准确，状态比较积极，表达较为流畅，语言表现力较好 

三等 60－74 分 
口齿不清，方音语调比较明显，对文稿内容理解基本清楚，状态不

积极，见字生情，表达基本流畅，语言表现力一般 

四等 59 分及以下 
口齿不清，有很重的方言，对文稿内容理解不清，蹦字，表达不流

畅，整体状态呆板不自然，语言表现力较差 

（三）即兴说话（80 分） 

考察考生的发散性思维、汉语普通话综合运用、交流语样态、话题表达及话

题驾驭等能力。要求思维活跃、主题明确、内容新颖、具有个性，语音准确清晰，

表达自然流畅。旨在评判其是否具有学习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现场即兴语言表

达能力及相应的综合潜质。 

评分等级： 

等级 分数 评分标准 

一等 90—100 分 
发散思维活跃，有个性，应变能力强，主题突出，表意明确，逻辑清

晰，表达流畅 

二等 75—89 分 
具有较好的发散思维能力与应变能力，主题比较清晰，表意比较清楚，

逻辑比较清晰，表达比较流畅 

三等 60－74 分 
发散思维与应变能力一般，主题基本清晰，表意基本清楚，表达基本

流畅 

四等 59 分及以下 发散思维与应变能力较差，主题不清晰，表意不清楚，表达不流畅 

（四）新闻播报（60 分） 

考察考生播报新闻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求口齿清晰、语音标准、语句流畅，

内容清楚，重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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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等级： 

等级 分数 评分标准 

一等 90—100 分 
语音标准，语句流畅，内容清晰，重点突出，层次分明，情绪基调把

握准确，基本没有方音影响 

二等 75—89 分 
语音比较准确，口齿比较清晰，语句较流畅，内容较清楚，重点较突

出，状态积极，情绪基调把握比较准确，但略有方音和错字的影响 

三等 60－74 分 

对稿件内容理解不够清晰，语音不够标准，语句基本流畅，重点欠突

出，整体把握不够准确，情绪基调不够准确，有部分成系列的声韵母

错误和错字的现象 

四等 59 分及以下 
基本没有理解清楚文稿的内容，语句不流畅，语音不标准，内容不清

晰，重点不突出，不能准确把握情绪基调，方音影响严重 

（五）新闻评述（80 分） 

考察考生即兴思辨及语言组织能力、现场应变能力和良好心理素质。要求准

确理解新闻稿件的内容，做到评有观点，述有道理，语音标准，表达自然流畅。 

评分等级： 

等级 分数 评分标准 

一等 90—100 分 
思维的逻辑性强，层次分明，条理清楚，观点明确，并能进行多角度

或多层面的深入分析；语言组织能力强，语音标准，表达准确流畅 

二等 75—89 分 

思维的逻辑性较强，层次分明，条理较清楚，观点比较明确，能进行

多角度或多层面的分析，但分析不深入透彻；有一定语言组织能力，

语音比较标准，偶有方言影响，表达基本准确流畅 

三等 60－74 分 
思维的逻辑性一般，虽能进行多角度或多层面分析，但层次不明，条

理不清，观点基本明确；语言组织能力一般，表达欠准确或欠流畅 

四等 59 分及以下 

思维的逻辑性较差，条理不清楚，只能进行单一角度或单一层面的浅

显分析，观点不明确；语言组织能力较差，语音不准确，口齿不清，

表达不准确或不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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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考试题型示例 

 
一、作品朗读（60 分） 

我有一种癖好，见了新奇花草，喜欢掐一枝半朵，夹在书页里，觉得这样可

以在自己身边多留住一分春光，两分秋色。来到渤海湾不久，就发觉在深绿浅翠

的树木丛里，远远摇摆着一棵树，满树开着粉红色的花。究竟是什么花儿？得到

跟前去看看。隔一天黄昏，我寻着那棵红树走去，走近一个疏疏落落的渔村。村

边上有一户人家，整洁的砖房，围着道石头短墙，板门虚掩着，门外晾着几张蟹

网。那棵红树遮遮掩掩地从小院里探出身来。 

 

二、即兴说话（80 分） 

（1）家风。 

（2）竞争与合作。 

 

三、新闻播报（60 分）、新闻评述（80 分） 

2019 年针对共享单车所推行的减量调控政策，在全国多所城市得到了有效

的执行。曾经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共享单车，运营品牌和单车数量都大幅减少。

伴随减量调控政策的施行，以往被共享单车包围的各大地铁站口如今车辆淤积问

题有所缓解。专家强调，减量调控只是共享单车精细化管理的第一步，侵占人行

横道、公交车站等无序停放现象仍普遍存在，有效解决共享单车“停放难”问题

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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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湖北省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统一考试 

戏剧与影视学类（服装表演专业）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考试戏剧与影视学类（服装表演专业）全省统一考试是全

国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统考主要通过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服装表演类学生基本

的素质（体型、相貌、气质、文化基础、职业感觉、展示能力），选拔出具有服装表

演类专业基本条件和学习潜能的合格新生。 

二、考试科目和分值 

考试科目 考试形式 分值 

形体测量 面试，考生着泳装，接受身高、体重和三围等测量 100 分 

形体观察 面试，考生着泳装，按规定进行正面、侧面和背面的形体展示 60 分 

服装表演 面试，考生着时装在音乐中进行时装表演 60 分 

形体表演 面试，考生着规定服装，进行才艺展示 50 分 

自我介绍 面试，简单的自我介绍 30 分 

总分 300 分 

注：面试科目均按百分制评分，科目成绩=科目百分制成绩×
100

科目分值
。 

三、考试内容和形式 

   （一）形体测量（100 分） 

     1. 考试目的：对考生各项身体数据和比例进行客观评价。 

     2. 考试形式：考生按要求接受身高、体重、三围等规定的基本项目测量。 

     3. 考试要求：女生着纯色、分体、不带裙边泳装，男生着纯色泳裤，均赤脚进行

测量。 

   （二）形体观察（60 分） 

     1. 考试目的：结合形体测量数据和形体对比，考察考生形象、形体比例、线型及

气质。 

     2. 考试形式：考生 5 人一组，着泳装登台，依次上前按照规定动作进行正面、侧

面、背面的形体展示。 

     3. 考试要求：考生素颜，不得穿丝袜和佩戴饰品，发式须前不遮额、后不及肩、

侧不掩耳，女生着纯色、分体、不带裙边泳装，男生着纯色泳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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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装表演（60 分） 

     1. 考试目的：考察考生的视觉、听觉感知能力；形体的表现、协调和控制能力；

职业意识。 

     2. 考试形式：考生着时装，根据考场提供的统一音乐，依次登台进行服装表演。 

  3. 考试要求：考生自备时装一套，女生须穿高跟鞋。 

   （四）形体表演（50 分） 

     1. 考试目的：考察考生在表演中对音乐的感知能力；形体的表现、协调能力及身

体的柔韧性。 

     2. 考试形式：考生着相关服装，配合背景音乐，依次登台进行才艺表演。 

     3. 考试要求：考生从舞蹈、健美操、艺术体操中自选一项，服装自备，背景音乐

（用 U 盘提供，格式为 MP3 格式）自备，限时 2 分钟以内。 

   （五）自我介绍（30 分） 

     1. 考试目的：通过自我介绍的个性化展示，考察考生外形条件、气质修养、语言

表达能力等。 

2. 考试要求：考生简要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但不能透露姓名、准考证号、

所在学校。限时 1 分钟以内。 

     四、考试评分标准  

（一）形体测量 

     1. 女生（服装模特）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1—100 分 
身高 183-177cm；体重 55kg 以下；肩宽 40-45cm；胸围 84±2cm；腰围 63cm

以下；臀围 90cm 以下；比例 13cm 以上 

二等 81—90 分 
身高 183-175cm；体重 57kg 以下；肩宽 39-45cm；胸围 84±3cm；腰围 64cm

以下；臀围 90cm 以下；比例 11cm 以上 

三等 71—80 分 
身高 183-173cm；体重 60kg 以下；肩宽 38-45cm；胸围 84±4cm；腰围 65cm

以下；臀围 92cm 以下；比例 10cm 以上 

四等 60—70 分 
身高 183-170cm；体重 62kg 以下；肩宽 37-45cm；胸围 84±5cm；腰围 67cm

以下；臀围 93cm 以下；比例 8cm 以上 

五等 59 分及以下 
身高 170cm 以下；体重 63kg 以上；肩宽 37cm 以下；胸围 90cm 以上；

腰围 68cm 以上；臀围 93cm 以上；比例 7cm 以下 



- 3 - 

 

2. 女生（平面模特）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1—100 分 
身高 183-165cm；体重 54kg 以下；肩宽 36-45cm；胸围 75-85cm；腰围 63cm

以下；臀围 88cm 以下；比例 13cm 以上 

二等 81—90 分 
身高 183-165cm；体重 55kg 以下；肩宽 36-45cm；胸围 74-85cm；腰围 63cm

以下；臀围 89cm 以下；比例 11cm 以上 

三等 71—80 分 
身高 183-165cm；体重 56kg 以下；肩宽 35-45cm；胸围 84±4cm；腰围 64cm

以下；臀围 90cm 以下；比例 10cm 以上 

四等 60—70 分 
身高 183-165cm；体重 56kg 以下；肩宽 35-45cm；胸围 84±5cm；腰围 65cm

以下；臀围 91cm 以下；比例 8cm 以上 

五等 59 分及以下 
身高 165cm 以下；体重 57kg 以上；肩宽 34cm 以下；胸围 90cm 以上； 腰

围 66cm 以上；臀围 91cm 以上；比例 7cm 以下 

 

3. 男生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1—100 分 
身高 193-188cm；体重 75kg 以下；肩宽 48cm 以上；胸围 95cm 以上；腰围

77cm 以下；臀围 95cm 以下；比例 13cm 以上 

二等 81—90 分 
身高 193-187cm；体重 76kg 以下；肩宽 46cm 以上；胸围 93cm 以上；腰围

78cm 以上；臀围 96cm 以下；比例 11cm 以上 

三等 71—80 分 
身高 193-182cm；体重 78kg 以下；肩宽 45cm 以下；胸围 91cm 以上；腰围

79cm 以下；臀围 97cm 以下；比例 10cm 以上 

四等 60—70 分 
身高 193-178cm；体重 79kg 以下；肩宽 43cm 以下；胸围 89cm 以上；腰围

79cm 以下；臀围 98cm 以下；比例 8cm 以上 

五等 59 分及以下 
身高 178cm 以下；体重 80kg 以上；肩宽 43cm 以下；胸围 88cm 以下；腰

围 80cm 以上；臀围 99cm 以上；比例 7c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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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形体观察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1—100 分 

形体各部分比例（头身比例、三围比例、上下身比例等）好，五官端正，
轮廓清晰；牙齿整齐；颈部颀长、舒展；肩膀对称，躯干有正常的生理曲
度，挺胸，腰有力，臀丰而不下坠；双腿修长挺直，线条流畅，两腿并直
后缝隙小；手型好，肘部曲度不宜过大；皮肤光洁有弹性，肌肉富有力度 

二等 81—90 分 

形体各部分比例较好（头身比例、三围比例、上下身比例等），五官端正，
轮廓清晰；躯干有正常的生理曲度；双腿修长挺直，线条流畅，两腿并直
后缝隙较小，手型好；皮肤有弹性，基本光洁 

三等 71—80 分 

形体各部分比例（头身比例、三围比例、上下身比例等）基本正常，五官
端正，轮廓清晰；躯干有正常的生理曲度，双腿基本挺直，线条基本流畅；
皮肤光洁，无明显疤痕 

四等 60—70 分 

形体各部分比例（头身比例、三围比例、上下身比例等）较差，五官基本
端正；躯干有正常的生理曲度，双腿基本挺直，线条不太流畅；皮肤疤痕
可掩饰 

五等 59 分及以下 

形体各部分比例（头身比例、三围比例、上下身比例等）差，五官不够端
正；轮廓不很清晰，躯干有正常的生理曲度，双腿不够挺直，线条不太流
畅；皮肤有明显疤痕。身体有残疾或者明显缺陷者分数直接评为五等。身
高达不到要求者直接评为第五等 

 

    （三）服装表演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1—100 分 
步态自然大方，有节奏感，有激情；造型有韵味，能把握人体的均衡性，

有良好的形体表现能力；表情充分，能把握时尚的潮流 

二等 81—90 分 

步态比较自然大方，有节奏感，较有激情；造型较有韵味，能把握人体的

均衡性，有较好的形体表现能力；表情较自然，有亲和力，较能把握时尚

的潮流 

三等 71—80 分 
步态基本自然大方，有节奏感，有点激情；造型基本完成，基本能把握人

体的均衡性，有一定的形体表现能力；表情基本自然，有一定的亲和力 

四等 60—70 分 
步态不够自然大方，节奏感不太明显；造型缺乏韵味，基本能把握人体的

均衡性，形体表现能力一般；表情不够自然，缺乏亲和力 

五等 59 分及以下 
步态机械、僵硬，没有节奏感；造型缺乏韵味，不能把握人体的均衡性，

缺乏形体表现能力；表情呆滞、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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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形体表演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1—100 分 
内容表达准确，能深刻地理解作品；准确地把握节奏，有韵味，有良好的内

在感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身体动作灵活、协调 

二等 81—90 分 
内容表达较准确，能较好地理解作品；较好地把握节奏，有韵味，有较好内

在感觉和艺术表现力；身体动作较灵活、协调 

三等 71—80 分 
内容表达基本准确，基本理解作品；能基本把握节奏，有一定的感觉和艺术

表现力；身体动作基本灵活、协调 

四等 60—70 分 
内容表达不够准确，不能很好地理解作品；有一定的节奏感，内在感觉和艺

术表现力不足；身体动作不够灵活、协调 

五等 59 分及以下 
内容表达不准确；没有把握节奏，没有内在感觉和艺术表现力；身体动作机

械、僵硬 

     

（五）自我介绍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1—100 分 
外形条件和气质修养好；介绍语言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语言表达流畅，口

齿清晰，普通话标准，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 

二等 81—90 分 
外形条件和气质修养较好；介绍语言有一定的个性特点；语言表达较流畅，

口齿清晰，普通话较标准，有较好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三等 71—80 分 
外形条件和气质修养一般；语言表达基本流畅，口齿基本清晰，普通话基

本标准，有一定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四等 60—70 分 
外形条件和气质修养较差；语言表达不太流畅，口齿不太清晰，普通话不

太标准，表现力和感染力一般 

五等 59 分及以下 

外形条件和气质修养较差；语言表达不流畅，口齿不清晰，普通话不标准，

缺乏表现力和感染力 

未做任何语言表述，或者故意违规透漏自己姓名、准考证号、所在学校的

考生分数直接评为第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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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湖北省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统一考试 

戏剧与影视学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考试戏剧与影视学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全省统一考

试是全国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统考主要通过测试考生的艺术欣赏和审美能

力、影视作品策划能力和编导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选拔出具有影

视艺术专业学习潜能的艺术类合格新生。 

二、考试科目和分值 

考试科目 考试形式 分值 

作品分析 
笔试，考生针对现场播放的影视作品撰写分析文章，考试
时间约 120 分钟 

100 分 

文艺常识 笔试，考试时间约 60 分钟 60 分 

自我介绍 面试，限时半分钟 20 分 

读文评述 面试，考生抽取试题材料现场朗读并评述。限时 2 分钟 50 分 

编导创意 
面试，考生从故事创编试题中随机抽取一道试题，现场创
作并讲述。限时 2 分半钟 

70 分 

总分 300 分 

注：面试科目均按百分制评分，科目成绩=科目百分制成绩×
100

科目分值
。 

三、考试内容和形式 

   （一）笔试（160 分） 

笔试分为两部分：影视作品分析和文艺常识，合卷考试，总时长为 180 分钟（含

看片时间）。 

1．作品分析（100 分） 

   （1）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对影视作品的感悟能力、鉴赏能力，主要包括对

影视作品的主题思想、形式结构、内容特色及影视艺术方面诸如景别、构图、光线、

色彩、运动、特技、声音、剪辑等方面的赏析能力，以及书面表达能力等。 

   （2）考试内容及形式：观看影视作品，时长 45 分钟以内，作品只播放一遍。

考生根据播放的影视作品，自拟题目，对作品的题材、主题、结构、视听语言或风

格特色等进行分析，字数不少于 800 字。考试时间约 120 分钟（含看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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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艺常识（60 分） 

   （1）考试目的 

主要考查考生文学艺术、广播电影电视、人文常识等方面的基本素养。 

   （2）考试内容 

文学、影视、艺术等方面的基本常识。 

   （3）考试形式 

笔试，题型简答题。考试时间约 60 分钟。 

   （二）面试（140 分） 

面试主要为综合素质考查，包括自我介绍、读文评述、编导创意 3 个科目。 

1．自我介绍（20 分） 

   （1）考试目的 

主要考查考生的自我认知及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 

   （2）考试内容及形式 

考生简要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但不能透露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学校。限时

半分钟。 

2．读文评述（50 分） 

   （1）考试目的 

主要考查考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对核心问题的理性评述能力，

以及临场心理素质等。 

   （2）考试内容及形式 

考生现场随机抽取一个试题材料，根据所抽取的试题材料现场朗读，并作即兴

评述。限时 2 分钟。 

3．编导创意（70 分) 

   （1）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的创意思维和创作能力，尤其是创作和编写故事能力。 

   （2）考试内容及形式 

考生从故事创编试题中随机抽取一道试题（命题编故事、故事续编、看图编故事

等三类形式试题随机混合编排），稍作准备，现场进行创作并讲述，限时 2 分半钟。 

四、考试评分标准 

   （一）笔试 

1．作品分析（100 分） 

考查考生的思想敏锐度、影视艺术感悟能力、影视作品的分析能力与写作能力。 

评分权重： 

①很好地把握影视作品主题与结构  40 分 

②能够紧扣视听语言进行深入分析  30 分 

③结构严谨、逻辑清晰、观点鲜明  20 分 

④行文流畅、书写规范、字数足够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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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等级： 

等级 分数 评分标准 

—等 90—100 分 

对影视作品主题与结构有很好的把握；围绕影视作品的主题思想及艺术

特色（如景别、光线、色彩、运动、特技、声音、剪辑等）进行较为全

面透彻的分析；结构严谨，文笔流畅，有很强的影视艺术感悟能力；思

想敏锐，观点新颖 

二等 75—89 分 

对影视作品主题与结构有较好的把握；能够围绕影视作品的主题思想及

一两个方面的艺术特色（如景别、光线、色彩、运动、特技、声音、剪

辑等）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观点鲜明，文笔通畅，结构较严谨；有较

好的影视艺术感悟能力 

三等 60—74 分 

对影视作品主题与结构有一定的把握；能够抓住影视作品的主题并就某

一艺术特色（如景别、光线、色彩、运动、特技、声音、剪辑等）进行

一定程度的分析；结构完整，文笔较通畅；影视艺术感悟能力一般 

四等 59 分及以下 
抓不住作品主题与艺术特色；结构不严谨，文笔不通畅；影视艺术感悟

能力较差 

 [说明]（1）没有题目扣 3 分；（2）字数不足 800 字的，每少 50 字扣 1 分，最多

扣 5 分。 

2．文艺常识（60 分） 

考查考生文学艺术、广播电影电视、人文常识等方面的基本素养。文艺常识评

分以试题的参考答案为依据。 

 

   （二）面试 

1．自我介绍（20 分） 

考查考生所具备的自我认知及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 

评分权重： 

①语言组织与表达 15 分    ②自我认知 5 分  

评分等级： 

等级 分数 评分标准 

—等 90—100 分 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强，表达自然、流畅，能够很好地介绍自己的特点  

二等 75—89 分 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较强，表达比较流畅，能够较好地介绍自己的特点  

三等 60—74 分 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一般，表达基本流畅，基本能够说明自己的特点 

四等 59 分及以下 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较差，表达不流畅，介绍自己的特点较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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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文评述（50 分） 

主要考查考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对核心问题的理性评点能力和

临场心理素质等。 

评分权重： 

①归纳总结 20 分    ②分析评价 20 分     ③语言表达 10 分 

评分等级： 

等级 分数 评分标准 

—等 90—100 分 
逻辑思维清晰，语言表达流畅；能找准核心问题，且评述有观点有深度；

临场心理素质好 

二等 75—89 分 
逻辑思维较清晰，语言表达比较流畅；能找准核心问题，评述有观点但

缺乏深度；临场心理素质较好 

三等 60—74 分 
逻辑思维较清晰，语言表达基本流畅；能找准核心问题，但评述能力一

般；临场心理素质一般 

四等 59 分及以下 
逻辑思维不清晰，语言表达不够流畅；找不准核心问题，评述东扯西拉；

临场心理素质较差 

 

3．编导创意（70 分） 

主要考查考生的创意是否新颖，创意是否符合逻辑，是否能够清晰地将创意思

路表述出来等。 

评分权重： 

①创意新颖 20 分  ②符合逻辑 20 分  ③语言表达 20 分   ④结构完整 10 分 

评分等级： 

等级 分数 评分标准 

—等 90—100 分 紧扣题意，创意新颖独到；符合逻辑；表达流畅，思路清晰；结构完整 

二等 75—89 分 
符合题意，创意比较新颖；符合逻辑；表达比较流畅，思路比较清晰；结

构较为完整 

三等 60—74 分 
基本符合题意，创意一般；比较符合逻辑；表达基本流畅，思路基本清晰；

结构基本完整 

四等 59 分及以下 
不太符合题意，创意不够新颖；不太符合逻辑；表达不够流畅，思路不够

清晰；结构不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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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笔试题型示例 

  

第一部分  作品分析（100 分） 

一、请根据考场播放的影视作品，写一篇影视评论文章。基本要求： 

（1）自拟题目； 

（2）就播放的具体作品展开分析和评论，不能脱离作品； 

（3）观点明确，表达流畅，字迹工整； 

（4）字数不少于 800 字。 

 

第二部分  文艺常识（60 分） 

二、简答题 

1. 为什么说艺术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 

2. 列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作品名称及其作者。 

3. 简述电视诗歌散文的画面结构特征。 

4. 简要分析鲁迅的《阿 Q 正传》中阿 Q 的人物形象及其精神实质。 

5. 列举三位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主要代表并简述他们创作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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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面试题型示例 

一、读文评述（50 分） 

日前，某高校发布通知称，今年 11 月起，为加强学生的食品安全管理，学

校将禁止外卖及一次性饭盒、塑料打包袋进入宿舍。该通知一发布，立刻引发网

上热议，校园里也有很多不同声音。有同学认为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很有必要；也

有同学认为，学校食堂存在空间拥挤、等餐时间长等问题，无法满足正常的用餐

需求，禁止外卖、打包盒进宿舍会给学习生活带来不便。 

 

二、编导创意：故事创编（包括三种题目形式，考生随机抽取答题）（70 分） 

（1）命题编故事 

祸不单行 

（2）故事续编    

 一天傍晚，刚吃过晚饭，牌友鱼贯而入，和父亲打起了麻将。母亲看起一集

不落的电视剧。小胡觉得喧闹无比，出门闲逛。走到附近一个廉租房小区，在三

楼楼梯拐角处，地上赫然躺着一个手提箱…… 

（3）看图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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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湖北省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统一考试 

美术学类、设计学类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统一考试美术学类、设计学类考试（以下简称美术统考）

是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统考注重考查美术学类、设计学类专业基础学科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主要测试考生的综合艺术素质（包括审美能力、观察能力、感

知能力、造型能力、表现能力和技法运用能力等）。高等院校根据考生美术统考成绩和

高考文化课成绩，按确定的招生计划，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美术统考应具有

必要的区分度，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二、考试科目和考核目的 

美术统考包括色彩、素描、速写三门基础科目的考试。 

色彩：考查考生对色彩的感知能力、认识能力、色彩关系和色调的把握能力以及

色彩的表现能力。 

素描：考查考生对描绘对象的整体造型、比例、透视、结构、体积、空间、明暗、

层次、质感等方面的观察、认识、理解和表现能力。 

速写：考查考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人物的比例、透视、结构的观察、认识、理解

和把握能力，对人物动态、人物动态组合、人物与环境组合的表现能力以及速写技法

的运用能力。 

三、考试内容和形式 

   （一）色彩 

1．考试内容范围 

静物、风景。 

2．考试形式 

写生、默写、写生与默写相结合、模拟写生（根据提供的图片资料表现规定内容）。 

3．考试用具和材料要求 

      （1）水粉纸或水彩纸；（考场提供） 

  （2）限用水粉或水彩颜料；（考生自备） 

  （3）画板或画夹及相关绘画用具；（考生自备） 

  （4）不得在卷面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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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5．成绩评定与权重 

满分为 100 分，其中： 

构图          约占 15% 

色彩关系与色调     约占 35% 

色彩造型能力      约占 25% 

色彩表现技法      约占 25% 

 

   （二）素描 

1．考试内容范围 

静物、石膏模型、人物头像、人物带手半身像。 

2．考试形式 

写生、默写、写生与默写相结合、模拟写生（根据提供的图片资料表现规定内容）。 

3．考试用具和材料要求 

  （1）素描纸；（考场提供） 

  （2）限用铅笔或炭笔；（考生自备） 

  （3）画板或画夹及相关绘画用具；（考生自备） 

  （4）不得在卷面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4．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5．成绩评定与权重 

满分为 100 分，其中： 

构图          约占 15% 

比例、透视与结构    约占 35% 

素描造型能力      约占 25% 

素描表现技法      约占 25% 

 

   （三）速写 

1．考试内容范围 

人物动态、人物动态的组合、人物与环境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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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形式 

写生、默写、写生与默写相结合、模拟写生（根据提供的图片资料表现规定内容）。 

3．考试用具和材料要求 

（1）素描纸；（考场提供） 

（2）限用铅笔或炭笔；（考生自备） 

（3）画板或画夹及相关绘画用具；（考生自备） 

（4）必须在画纸的同一页面内完成作画； 

（5）不得在卷面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4．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为 30 分钟。 

5．成绩评定与权重 

满分为 100 分，其中： 

构图          约占 15% 

比例、透视与结构    约占 35% 

人物整体动态效果    约占 25% 

速写表现技法      约占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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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部分样卷示例 

 

色彩样卷 1 

一、题目：色彩静物 

二、形式：写生 

三、写生内容：一个泡菜坛子，一个啤酒瓶，一个瓦罐锅，两个苹果，三个香蕉，一块白色衬布。 

四、考试要求： 

1．根据所摆放静物进行写生，自主构图； 

2．试卷内容必须符合试题要求，不得增加、减少或者改变； 

3．限用水粉或水彩表现； 

4．不得在试卷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五、考试时间：180 分钟。 

 

色彩样卷 2 

一、题目：色彩静物 

二、形式：写生与默写组合 

三、写生内容：一个手提袋，一块灰色衬布； 

默写内容：一个石膏球体，一个白瓷盘，一把不锈钢餐刀，两个苹果，一个梨，一个桔子。 

四、考试要求： 

1．根据所摆放静物进行写生，再添加规定的默写静物，自主构图作画； 

2．试卷内容必须符合试题要求，不得增加、减少或者改变； 

3．限用水粉或水彩表现； 

4．不得在试卷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五、考试时间：180 分钟。 

 

色彩样卷 3 

一、题目：水乡古镇 

二、形式：模拟写生（图片小样见附图 1） 

三、考试要求： 

1. 根据提供的黑白图片资料，用色彩的方法完成试卷，自定色调； 

2. 试卷内容必须符合试题要求，不得增加、减少或者改变； 

3. 限用水粉或水彩表现； 

4. 不得在试卷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四、考试时间：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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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样卷 4 

一、题目：色彩静物 

二、形式：模拟写生与默写组合 

三、模拟写生内容：一个火锅，一个茶壶，一个啤酒瓶，一个鱼头，一个瓷盘。（图片小样见 

附图 2） 

默写内容：三个红辣椒，两棵葱，一块生姜，深色衬布和浅色衬布各一块。 

四、考试要求： 

1．根据图片资料提供的静物，用色彩写生的方法（并添加规定的默写静物内容），自行组合构

图，自定色调，完成一幅画面； 

2．试卷内容必须符合试题要求，不得增加、减少或者改变； 

3．限用水粉或水彩表现； 

4．不得在试卷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五、考试时间：180 分钟。 

 

素描样卷 1 

一、题目：静物素描 

二、形式：写生 

三、内容：一个石膏眼，一个泡菜坛子，一个啤酒瓶，一个瓦罐锅，两个苹果，一块白色衬布。 

四、考试要求： 

1．根据所摆放静物进行写生； 

2．试卷内容必须符合试题要求，不得增加、减少或者改变； 

3．限用铅笔或炭笔表现； 

4．不得在试卷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五、考试时间：180 分钟。 

 

素描样卷 2 

一、题目：静物素描 

二、形式：写生与默写组合 

三、写生内容：啤酒一瓶，快餐饭盒一个。 

默写内容：两个苹果，一个桔子，一个梨，一个盛有半杯橙汁的高脚杯，一块浅灰色衬布。 

四、考试要求： 

1．根据所摆放静物进行写生，再添加规定的默写静物，自主构图作画； 

2．试卷内容必须符合试题要求，不得增加、减少或者改变； 

3．限用铅笔或炭笔表现； 

4．不得在试卷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五、考试时间：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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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样卷 3 

一、题目：静物素描 

二、形式：模拟写生 

三、内容：一个白瓷盘，一个深色双耳陶罐，两个半苹果，两个鸡蛋，一块深灰色衬布。图中陶罐 

和苹果的空白部分须根据其可见部分和形态补充完整。（图片小样见附图 3） 

四、考试要求： 

1．根据提供的静物图片资料，用素描的方法完成试卷； 

2．试卷内容必须符合试题要求，不得增加、减少或者改变； 

3．限用铅笔或炭笔表现； 

4．不得在试卷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五、考试时间：180 分钟。 

 

素描样卷 4 

一、题目：人物带手肖像 

二、形式：模拟写生 （图片小样见附图 4） 

三、考试要求： 

1．根据提供的静物图片资料，用素描的方法完成试卷； 

2．试卷内容必须符合试题要求，不得增加、减少或者改变； 

3．限用铅笔或炭笔表现； 

4．不得在试卷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四、考试时间：180 分钟。 

 

速写样卷 1 

一、题目：人物动态速写  

二、形式：写生 

三、内容：模特坐姿 

四、考试要求： 

1．试卷内容必须符合试题要求，不得增加、减少或者改变； 

2．限用铅笔或炭笔表现； 

3．不得在试卷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五、考试时间：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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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写样卷 2 

一、题目：人物动态速写  

二、形式：模拟写生 

三、内容：两个篮球运动员比赛场景（图片小样见附图 5） 

四、考试要求： 

1．根据提供的图片资料，用速写写生的方法完成试卷；  

2．试卷内容必须符合试题要求，不得增加、减少或者改变； 

3．限用铅笔或炭笔表现； 

4．不得在试卷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五、考试时间：30 分钟 

 

速写样卷 3 

一、题目：人物动态速写  

二、形式：写生与默写组合 

三、内容：根据男青年模特完成坐姿动态写生，再默画一名立姿女青年，与男青年组成一幅           

完整的画面。 

四、考试要求： 

1．试卷内容必须符合试题要求，不得增加、减少或者改变； 

2．限用铅笔或炭笔表现； 

3．不得在试卷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五、考试时间：30 分钟 

 

速写样卷 4 

一、题目：人物动态速写  

二、形式：默写 

三、内容：一个骑自行车的男青年 

四、考试要求： 

1．应完整表现出人与车的动态关系； 

2．试卷内容必须符合试题要求，不得增加、减少或者改变； 

3．限用铅笔或炭笔表现； 

4．不得在卷面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五、考试时间：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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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附图 2 

 

 

 

附图 3                                         附图 4 

       

 

 

附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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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湖北省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统一考试 

舞蹈学类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考试舞蹈学类全省统一考试（以下简称舞蹈学类统考）

是全国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考查考生的舞蹈素养、身体条件（软、开度）、

节奏感、协调性和对舞蹈风格的把握能力、表现能力、表演能力，选拔出具有舞蹈

学类专业的基本身体条件和学习潜能的艺术类合格新生。 

二、考试科目和分值 

考试科目 考试形式 分 值 

节奏听辨 笔试 20 分 

作品辨析 笔试 40 分 

基础测试（形体） 
面试，考查考生形体条件和舞蹈基本功 120 分 

基础测试（基本功） 

舞蹈表演 面试，考生自选曲目进行表演 120 分 

总分 300 分 

注：面试科目均按百分制评分，科目成绩=科目百分制成绩×
100

科目分值
。 

三、考试内容和形式 

   （一）节奏听辨（20 分） 

1．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节奏感和韵律感。 

2．考试内容   

4 小节以内的节奏或音乐片段，限于 2/4、3/4、3/8 三种单拍子，各种常见节奏

型及组合。 

3．考试形式 

闭卷，选择题。 

4．样题 

请听音响（播放两遍），选择对应的节奏型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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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辨析（40 分） 

1．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对国内外常见舞蹈作品的名称、作者、年代、民族、国别、题材、形

式、体裁、主题、风格等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 

2．考试内容 

考查的舞蹈作品范围详见附件“2021 年湖北省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统一考试

舞蹈学类‘作品辨析’考试曲目”。 

3．考试形式 

闭卷，选择题。 

4．样题 

舞蹈《红绸舞》的作品风格是 

  A．当代舞        B．古典舞       C．现代舞      D．芭蕾舞 

    

（三）基础测试（形体条件和舞蹈基本功）（120 分） 

1．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形体条件，身体各部分软开度，弹跳能力，要求考生具有体态匀称、

五官端正、健康挺拔、气质好的形体条件；软开度好，弹跳能力强。 

2．考试内容 

形体条件。 

舞蹈基本功： 

（1）基本素质及软开度。 

①把上部分（踢、搬前腿，踢、搬旁腿，踢、搬后腿）。 

②中间部分（横叉、竖叉、下腰）。 

（2）单一技术技巧（以下三类至少选两类，每类至少选两项，可多选）。 

 ①旋转类（四位转、挥鞭转、旁腿转、平转、跳平转或其他旋转技巧）。 

 ②翻身类（踏步翻身、点翻身、串翻身或其他翻身技巧）。 

 ③跳跃类（原地叉跳、横飞燕、凌空跃、撩腿劈叉跳、倒踢紫金冠、摆腿跳、

蹦子、飞脚或其他跳跃技巧）。 

    3．考试形式 

    面试。 

4．考试要求 

    考生自备练功服（女：体操服、舞蹈裤袜；男：圆领短袖衫、紧身练功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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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分标准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0—100 分 

有很好的学习舞蹈的形体素质；有很好的腰、腿、肩的“软”“开”度

基础，准确掌握“开、绷、直、立”；有很好的控制能力及弹跳能力，

动作的力度感和稳定性很好，并熟练掌握一些难度较高的舞蹈技术、技

巧动作 

二等 75—89 分 
有较好的学习舞蹈的形体素质，有较好的“软”“开”度基础，以及较

好的弹跳能力与动作稳定性，正确掌握舞蹈基本技术动作  

三等 60—74 分 
具备舞蹈形体训练的基本条件；有一定的“软”“开”度基础和弹跳能

力，动作基本稳定协调，能够完成舞蹈基本技巧动作 

四等 59 分及以下 
形体素质较差，协调性较差，完成舞蹈基本动作较困难，舞蹈形体训练

的基本条件较差 

 

   （四）舞蹈表演（120 分） 

1．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身体协调性、舞蹈表演基本素质和对舞蹈作品的表现力，要求考生能

够准确把握舞蹈作品基本韵律和风格特点，具备学习舞蹈的身体素质、技术、情感

和形象塑造能力。 

2．考试内容 

自选一个舞蹈剧目片段或组合进行表演，考试时间为 3 分钟以内。舞蹈种类可

包括古典舞、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和当代舞等。 

3．考试形式 

面试。 

4．考试要求 

①考生自备伴奏音乐 U 盘，U 盘中存放的音频文件须为 MP3 或 WAV 格式，并

且仅存有本次考试所用音乐。 

②服装自备。 

5．评分标准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0—100 分 

舞蹈动作流畅协调，舞姿优美敏捷，情绪饱满自然，形象塑造力强，舞

蹈与音乐和谐一致，节奏感强，风格把握正确，具有很好的舞蹈专业发

展潜力 

二等 75—89 分 
舞蹈动作娴熟协调，舞蹈风格把握准确，舞姿优美，情绪饱满，形象塑

造力较好，节奏感好，具有较好的舞蹈专业发展潜力 

三等 60—74 分 
舞蹈动作比较协调，基本能把握舞蹈的风格特点，有一定的形象塑造力，

音乐与舞蹈基本一致，节奏正确 

四等 59 分及以下 舞蹈动作呆板、僵硬，节奏感较差，舞蹈动作完成度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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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湖北省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统一考试 

舞蹈学类“作品辨析”考试曲目 

1. 《红绸舞》 

2. 《荷花舞》 

3. 《孔雀舞》 

4. 《鄂尔多斯》 

5. 《春江花月夜》 

6. 《洗衣歌》 

7. 《快乐的啰嗦》 

8. 《草原上的热巴》 

9. 《飞天》 

10. 《摘葡萄》 

11. 《昭君出塞》（舞剧版） 

12. 《红色娘子军》 

13. 《白毛女》 

14. 《水》 

15. 《元宵夜》 

16. 《丝路花雨》 

17. 《雀之灵》 

18. 《敦煌彩塑》 

19. 《小溪·江河·大海》 

20. 《金山战鼓》 

21. 《木兰归》 

22. 《醉鼓》 

23. 《秦俑魂》 

24. 《踏歌》 

25. 《旦角》 

26. 《牧歌》 

27. 《一个扭秧歌的人》 

28. 《流浪者之歌》 

29. 《小伙·四弦·马樱花》 

30. 《走·跑·跳》 

31. 《扇舞丹青》 

32. 《望穿秋水》 

33. 《点绛唇》 

34. 《岁月如歌》 

35. 《孔乙己》 

36. 《罗敷行》 

37. 《相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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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潮汐》 

39. 《淮水情兰花弯》 

40. 《翻身农奴把歌唱》 

41. 《盅·碗·筷》 

42. 《刀郎麦西来甫》 

43. 《阿惹妞》 

44. 《绿桌》 

45. 《生命之舞》 

46. 《月牙五更》 

47. 《希望》 

48. 《海浪》 

49. 《顶碗舞》 

50. 《士兵与枪》 

51. 《千手观音》 

52. 《大红灯笼高高挂》 

53. 《残春》 

54. 《舞姬》 

55. 《奥涅金》 

56. 《睡美人》 

57. 《胡桃夹子》 

58. 《天鹅湖》 

59. 《茶花女》 

60. 《空间点》 

61. 《卡门》 

62. 《小夜曲》 

63. 《鱼美人》 

64. 《牛背摇篮》 

65. 《咱爸咱妈》 

66. 《大梦敦煌》 

67. 《繁漪》 

68. 《风吟》 

69. 《俏花旦》 

70. 《撇扇》 

71. 《暗战》 

72. 《悲歌》 

73. 《也许是要飞翔》 

74. 《黄河》（古典舞版） 

75. 《黄土黄》 

76. 《洛神赋》 

77. 《中国妈妈》 

78. 《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版） 

79. 《汉宫秋月》 

80. 《胭脂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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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傩面》 

82. 《薪传》 

83. 《邵多丽》 

84. 《天鹅之死》 

85. 《布衣者》 

86. 《乡愁无边》 

87. 《穿越》 

88. 《奔腾》 

89. 《铜雀伎》 

90. 《饥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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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湖北省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统一考试 

音乐学类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考试音乐学类全省统一考试（以下简称音乐学类统考）是全

国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考查考生的演唱或演奏能力、读谱能力以及掌握音乐基本

理论和音乐基础知识的水平，选拔具备音乐学类专业的基本条件和学习潜能的艺术类合

格新生。 

二、考试科目和分值 

音乐学类统考涉及的专业有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录音艺术。

考试科目及分值分布如下： 

考试科目 考试形式 分值 

听写与听辨 笔试 50 分 

基本乐理 笔试 40 分 

音乐常识 笔试 20 分 

视唱 现场考试 30 分 

声乐演唱（含美声、民

族唱法、流行唱法）或

器乐演奏 

面试，从声乐演唱或器乐演奏两项中任选一项 160 分 

总分 300 分 

注：①面试科目实行拉帘考试（考试时，考生与考官之间用帘幕隔开）。 

②面试科目均按百分制评分，科目成绩=科目百分制成绩×
100

科目分值
。 

三、考试内容和形式 

（一）听写与听辨 

1．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的音乐听觉能力、音乐记忆能力、识谱能力以及音乐感知和欣赏能力。 

2．考试内容 

听辨单音、音程（六度内自然音程）、和弦（大、小、增、减三和弦原位和大、小

三和弦转位）、节奏 4 小节（2/4、3/4、4/4、3/8、6/8 五种拍子，各种常见及含休止的

节奏型）、旋律 4 小节（1 升 1 降调号内各自然大调、和声小调、旋律小调及中国汉族

五声调式）。 



 第 2 页 共 40 页 

听音乐片段，辨识作品的名称、作者、时期、风格、体裁、地域、国别、民族、乐

器、乐种、剧种、曲种等。考试曲目参见附件 1“2021 年湖北省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

统一考试音乐学类‘听辨’‘音乐常识’考试曲目”。 

3．考试形式 

闭卷，选择题。 

4．样题 

（1）请听音响（播放两遍），选择对应的和弦  

 

 

A．              B．            C．             D． 

（2）请听音响（播放两遍），判断创作该音乐作品的作曲家 

A．海顿         B．莫扎特       C．贝多芬       D．舒伯特 

（二）基本乐理 

1．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基本乐理知识。 

2．考试内容                     

①音及音高：音名；高音、低音、中音谱号、次中音谱号和谱表；音的分组；变音

记号；等音；自然、变化半音，自然、变化全音。 

②音的长短：各种音符、休止符及附点音符、附点休止符、复附点音符、复附点休

止符；时值的基本划分、时值的特殊划分。 

③节奏、节拍：拍号；常用单拍子、复拍子、混合拍子（包括 2/4、3/4、4/4、3/8、

6/8、5/4、7/8 等拍子）的识别；切分音及切分节奏；弱起小节；节拍划分；各种拍子的

音值组合。 

④音程：自然音程原位、转位的识别与构成；单音程与复音程；调式中的音程及不

协和音程的解决；等音程。 

⑤和弦：各种三和弦原位、转位的识别与构成；各种七和弦原位、转位的识别与构

成；调式中的和弦（在自然大调、和声小调范围内）；属七和弦和导七和弦的解决。 

⑥调式：调号；各种大小调式；中国民族调式（五声调式、六声调式、七声调式）

音阶的构成与辨认；同宫系统各调；关系大小调与同主音大小调。 

⑦符号标记和音乐术语：常用力度、速度符号标记、省略记号、演奏法记号和常用

音乐术语。 

⑧移调与译谱：使用调号在相同谱表之间移调；简谱、五线谱对译。 

3．考试形式 

闭卷，选择题。 

4．样题 

下列和弦中属于大三和弦的是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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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乐常识 

1．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对音乐常识的掌握情况。 

2．考试内容 

音乐作品的名称、作者、时期、风格、体裁、地域、国别、民族、乐器、乐种、剧

种、曲种等。考查作品范围详见附件 1“2021 年湖北省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统一考试

音乐学类‘听辨’‘音乐常识’考试曲目”。 

3．考试形式 

闭卷，选择题。 

4．样题 

（1）下列作品出自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是 

A．《国际歌》           B．《沃尔塔瓦河》 

C．《1812 序曲》           D．《图画展览会》 

（2）请看谱例，判断该音乐作品的曲作者 

 

A．刘天华               B．华彦钧 

C．吴伯超               D．刘文金 

 

（四）视唱 

1．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的音准感、节奏感和读谱能力。 

2．考试内容 

单声部旋律（1 升 1 降调号内各自然大调、和声小调及中国汉族五声调式的 8小节

左右旋律），唱名法不限，须按指定调的音高视唱。 

3．考试形式 

现场视唱录音，后期评分。 

4．考试要求 

从附件 2“2021 年湖北省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统一考试音乐学类‘视唱’考试曲

目（150 条）”中现场随机抽取 1 条视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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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分标准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0—100 分 
视唱流畅完整，音高准确，节奏具备抑扬顿挫的律动感，乐句呼吸自

然顺畅，强弱快慢处理得当 

二等 75—89 分 
视唱流畅完整，音高准确，节奏准确，乐句呼吸自然顺畅，强弱快慢

处理比较得当 

三等 60—74 分 
视唱较为完整但不是很流畅，有少量明显的错误音高，节奏准确度稍

差，乐句呼吸不自然 

四等 59 分及以下 不能连续视唱，音高概念差，不能把握大部分节奏 

    

（五）声乐演唱 

1．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的演唱能力和基本条件,要求考生能够运用正确的发声方法，使用准确的

语言和风格演唱。 

2．考试内容 

考生从音乐学类统考官方报名网站上公布的曲目范围内选取两首歌曲填报，考试时

按照现场电脑随机抽取的一首演唱。 

3．考试形式 

面试，现场演唱。 

4．考试要求 

①美声、民族唱法自备钢琴伴奏音乐 U 盘，也可清唱；流行唱法自备伴奏音乐 U

盘，也可清唱； 

②音乐 U 盘中存放的音频文件须为 MP3 或 WAV 格式，并且仅存有本次考试所用

音乐； 

③要求背谱演唱。 

5．评分标准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0—100 分 

嗓音条件优秀；歌唱状态统一、稳定、扎实；有很好的呼吸支持，声

音流畅；音质、音色及音量丰满而富于力度变化；音高、节奏准确，

作品风格把握准确；语言感觉好；演唱乐感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 

二等 75—89 分 

嗓音条件优良；歌唱状态统一、稳定；有良好的呼吸支持，声音流畅；

音质、音色及音量丰满而富于力度变化；音高、节奏准确，作品风格

把握恰当；语言感觉良好；演唱乐感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 

三等 60—74 分 
嗓音条件一般；具备基本的歌唱状态；音高、节奏基本准确，作品风

格把握欠佳；歌唱语言不够规范 

四等 59 分及以下 
嗓音条件较差；欠缺基本的歌唱状态；音高、节奏较差，作品风格把

握不准确；歌唱语言较差；演唱不连贯、不完整 



 第 5 页 共 40 页 

（六）器乐演奏 

1．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的演奏能力和基本条件，要求考生演奏流畅、音乐风格把握准确。 

2．考试内容 

器乐演奏科目须在规定乐器范围内选择一种乐器参加考试，乐器种类包括钢琴、手

风琴、电子管风琴、竹笛、笙、唢呐、管子、二胡、板胡、古筝、古琴、琵琶、扬琴、

三弦、柳琴、中阮、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竖琴、长笛、单簧管、双簧

管、大管、小号、圆号、中音号、长号、大号、西洋打击乐、民族打击乐、古典吉他、

萨克斯管、爵士鼓、电声键盘、电吉他、电贝斯。考场仅备有钢琴、电子管风琴（雅马

哈 O2C 型电子管风琴，如考生需使用其他型号，请自备），打击乐考场备有定音鼓、

马林巴（五组）、排鼓（五件套）、大堂鼓，其他乐器自备。 

考生从音乐学类统考官方报名网站上公布的曲目范围内选取两首乐曲填报，考试时

按照现场电脑随机抽取的一首演奏。 

3．考试形式 

面试，现场演奏。 

4．考试要求 

①器乐演奏均为独奏或无伴奏演奏； 

②背谱演奏。 

5．评分标准 

等级 分值 评分标准 

一等 90—100 分 
演奏完整流畅，技术娴熟，音准、节奏准确，能准确表达作品内容，达

到作品规定速度，艺术感染力极强，演奏气质优雅、大方 

二等 75—89 分 

演奏完整，演奏方法正确，达到曲目所规定的速度，技术准确干净，声

部层次清晰，风格把握恰当，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并对作品有自己的

理解与表达 

三等 60—74 分 

演奏基本完整，能够完成乐谱的基本要求，具备学习本专业的条件，演

奏一般，速度掌握过快或过慢，声部不够清楚，作品风格把握不够恰当，

演奏状态欠佳 

四等 59 分及以下 
演奏不完整，基础较差，演奏方法不正确，不规范，技术漏洞较多，音

乐缺乏表现力，风格把握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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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湖北省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统一考试 
     音乐学类“听辨”“音乐常识”考试曲目 
 

一、中国音乐作品 

序号 曲名 作者或种类 

1 《催咚催》 湖北民歌 

2 《黄河船夫曲》 陕西民歌 

3 《上去高山望平川》 青海民歌 

4 《下四川》 甘肃民歌 

5 《脚夫调》 陕西民歌 

6 《赶牲灵》 陕西民歌 

7 《孟姜女哭长城》 河北民歌 

8 《沂蒙山小调》 山东民歌 

9 《丢戒指》 黑龙江民歌 

10 《无锡景》 江苏民歌 

11 《茉莉花》 江苏民歌 

12 《对鸟》 浙江民歌 

13 《铜钱歌》 湖南民歌 

14 《弥渡山歌》 云南民歌 

15 《小河淌水》 云南民歌 

16 《桔梗谣》 朝鲜族民歌 

17 《辽阔的草原》 蒙古族民歌 

18 《宗巴朗松》 藏族民歌 

19 《歌唱美丽的家乡》 苗族民歌  

20 《丑末寅初》 京韵大鼓 

21 《新木兰辞》 苏州弹词 

22 《海岛冰轮初转腾》 选自京剧《贵妃醉酒》 

23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选自京剧《霸王别姬》 

24 《甘洒热血写春秋》 选自京剧《智取威虎山》 

25 《迎来春色换人间》 选自京剧《智取威虎山》 



 第 7 页 共 40 页 

26 《游园惊梦·皂罗袍》 选自昆曲《牡丹亭》 

27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选自豫剧《花木兰》 

28 《流水》 古琴曲 

29 《酒狂》 古琴曲 

30 《十面埋伏》 琵琶曲 

31 《夕阳箫鼓》 琵琶曲 

32 《二泉映月》 二胡曲 

33 《夜深沉》 京胡曲 

34 《百鸟朝凤》 唢呐曲 

35 《一枝花》 唢呐曲 

36 《江河水》 管子曲 

37 《喜相逢》 笛子曲 冯子存改编 

38 《小放驴》 河北吹歌 

39 《中花六板》 江南丝竹 

40 《娱乐升平》 广东音乐 

41 《问》 萧友梅 曲 

42 《松花江上》 张寒晖 曲 

43 《飘零的落花》 刘雪庵 曲 

44 《黄河大合唱》 冼星海 曲 

45 《西风的话》 黄  自 曲 

46 《渔阳鼙鼓动地来》 选自清唱剧《长恨歌》 黄自 曲 

47 《祖国颂》 刘  炽 曲 

48 《那就是我》 谷建芬 曲 

49 《你是这样的人》 三  宝 曲 

50 《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 选自歌剧《小二黑结婚》 马可 曲 

51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选自歌剧《洪湖赤卫队》 张敬安、欧阳谦叔 曲 

52 《人就活一回》 选自歌剧《原野》  金湘 曲 

53 《万里春色满家园》 选自歌剧《党的女儿》 王祖皆、张卓娅 曲 

54 《我心永爱》 选自歌剧《玉鸟“兵站”》 张卓娅、王祖皆 曲   

55 《光明行》 刘天华 曲 

56 《牧童短笛》 贺绿汀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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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台湾舞曲》 江文也 曲 

58 《金蛇狂舞》 聂  耳 编曲 

59 《思乡曲》 《内蒙组曲》第二乐章  马思聪 曲 

60 《草原放牧》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第一部分  吴祖强、
王燕樵、刘德海 曲 

61 《貔貅舞曲》 王义平 曲 

62 《嘎达梅林》 交响诗  辛沪光 曲 

63 《梁山伯与祝英台》 小提琴协奏曲   何占豪、陈钢 曲 

64 《春节序曲》 李焕之 曲 

65 《瑶族舞曲》 刘铁山、茅沅 曲 

66 《彝族舞曲》 王惠然 曲 

67 《喜洋洋》 刘明源 曲 

68 《红旗颂》 吕其明 曲 

69 《火把节》 交响组曲《云南音诗》第四乐章  王西麟 曲 

70 《梆笛协奏曲》 马水龙 曲 

71 《关山行》 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曲》第一乐章  刘文金 曲 

72 《东山魁夷画意》之《涛声》 汪立三 曲 

73 《山林的春天》 钢琴协奏曲《山林》第一乐章  刘敦南 曲 

74 《沙迪尔传奇》 刘  湲 曲 

75 《客家之歌》 交响诗篇《土楼回想》第五乐章  刘湲 曲 

  二、外国音乐作品 

序号 曲名 作者或种类 

1 《四季》小提琴协奏曲之《春》第一乐章 [意]维瓦尔第 

2 《哈利路亚》 [德裔英籍]亨徳尔 

3 《马太受难曲》第 1、72、78 分曲 [德]巴赫 

4 《G 大调（惊愕）交响曲》第二乐章 [奥]海顿 

5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 [奥]莫扎特 

6 《g 小调第 40 交响曲》第一乐章 [奥]莫扎特 

7 《土耳其进行曲》 [奥]莫扎特 

8 《c 小调第五（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 [德]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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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 小调第九（合唱）交响曲》第四乐章 [德]贝多芬 

10 《f 小调第 23（热情）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 [德]贝多芬 

11 《升 c 小调第 14（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 [德]贝多芬 

12 《魔王》 [奥]舒伯特 曲 [德]歌德 词 

13 《鳟鱼》 [奥]舒伯特 曲 [德]舒巴尔特 词 

14 《菩提树》 [奥]舒伯特 曲 [德]缪勒 词 

15 《A 大调（鳟鱼）钢琴五重奏》第四乐章 [奥]舒伯特 

16 《邀舞》 [德]韦伯 

17 《春之歌》 [德]门德尔松 

18 《童年情景》之《梦幻曲》 [德]舒曼 

19 《c 小调（革命）练习曲》 [波]肖邦 

20 《降 A 大调波洛涅兹舞曲》 [波]肖邦 

21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 [匈]李斯特 

22 《爱之梦》 [匈]李斯特 

23 《幻想交响曲》第二乐章 [法]柏辽兹 

24 《第五号匈牙利舞曲》 [德]勃拉姆斯 

25 《蓝色多瑙河》 [奥]（小）约翰·施特劳斯 

26 

 
《威廉·退尔》序曲 [意]罗西尼 

27 《茶花女》歌剧之《饮酒歌》 [意]威尔第 

28 《图兰朵》歌剧之《今夜无人入睡》 [意]普契尼 

29 《蝴蝶夫人》歌剧之《晴朗的一天》 [意]普契尼 

30 《卡门》序曲 [法]比才 

31 《卡玛林斯卡亚幻想曲》 [俄]格林卡 

32 《荒山之夜》 [俄]穆索尔斯基 

33 
《图画展览会》钢琴组曲之《漫步》《牛车》《两
个犹太人》 

[俄]穆索尔斯基 

34 《天方夜谭》第一乐章 [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35 《在中亚细亚草原上》 [俄]包罗丁 

36 
《天鹅湖》组曲之《四只小天鹅》《拿波里舞曲》
《西班牙舞曲》 

[俄]柴可夫斯基 

37 

 
《如歌的行板》 [俄]柴可夫斯基 

38 《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俄]柴可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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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 小调第六（悲怆）交响曲》第四乐章 [俄]柴可夫斯基 

40 《1812 庄严序曲》 [俄]柴可夫斯基 

41 《沃尔塔瓦河》——选自《我的祖国》 [捷]斯美塔那 

42 《e 小调第九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二乐章 [捷]德沃夏克 

43 《芬兰颂》 [芬]西贝柳斯 

44 
《培尔·金特》组曲之《朝景》《山神殿》《索
尔维格之歌》 

[挪]格里格 

45 《大海》第一乐章 [法]德彪西 

46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法]德彪西 

47 《月光》 [法]德彪西 

48 《水中倒影》 [法]德彪西 

49 《波莱罗》 [法]拉威尔 

50 《动物狂欢节》组曲之《天鹅》《大象》《化石》 [法]圣-桑 

51 《五首管弦乐曲》第一曲、第二曲 [奥]勋伯格 

52 《蓝色狂想曲》 [美]格什温 

53 《大峡谷》组曲之《日出》《羊肠小道》 [美]格罗菲 

54 《彼得与狼》 [苏]普罗科菲耶夫 

55 《不知为何》 [美]杰斯·哈里斯 

56 

 
音乐剧《音乐之声》之《哆来咪》《雪绒花》 [美]理查德·罗杰斯 

57 《我的太阳》 意大利民歌 

58 《鸟儿在歌唱》 保加利亚民歌 

59 《巴雅提木卡姆》 阿塞拜疆民间乐曲 

60 《飞驰的鹰》 秘鲁民间乐曲 

61 《星星索》 印度尼西亚民歌 

62 《西波涅》  古巴民歌  

63 《伏尔加船夫曲》 俄罗斯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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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湖北省普通高校艺术专业招生统一考试 

音乐学类“视唱”考试曲目（150 条）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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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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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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