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音乐学院 2019 年省内招生简章
一、学院概况
四川音乐学院，其前身是创建于 1939 年的“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
经历了“四川省立音乐实验学校”、“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四川省立
艺术专科学校”、“成都艺术专科学校”、“西南音乐专科学校”等时期后，
1959 年经教育部批准更为现名，成为当时国内具有本科办学层次的六所专业音
乐院校之一。学校有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1200 余亩，下设 30 个教学部门、18
个研究中心。举办有包括附中、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层次的教育，在校生规
模 16000 余人，在职教职工 2000 余人，是经教育部批准的独立设置的专业音乐
学院之一。
（一）学院环境优美、场馆设施齐全
锦江春色来天地、古蜀风韵在新都。学校坐落在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
成都。成都将按照习总书记来川系列讲话精神，建设成具有生态价值的公园城
市，成为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宜求学、宜创业、宜发展、宜居住，是一座来了
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川音是一所能够成就你艺术梦想的高等学府，成都城市音
乐厅亦是你展示艺术风采的优质平台。锦江校区坐落于成都市中心武侯区锦江
河畔，占地面积 120 余亩；新都校区位于古蜀发源地之一的成都市新都区，占
地面积 1000 余亩。学校有各类音乐厅、排练厅、演奏厅数十个，有标准化现代
化的体育场、游泳场，能够满足师生教学和锻炼需求。图书馆占地 17179 ㎡，
各类藏书（含纸质、电子、音像等）155 万册（件），是国内艺术院校图书馆中
建筑面积最大、藏书量最多的图书馆之一。校史陈列馆、西南少数民族乐器陈
列馆藏品丰富、特色明显。学校还与省内三所高校共建“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
教育基地”，成为素质提升、文化兴川的重要力量。
（二）坚定办学定位、着力人才培养
学校办学定位为：以高水平艺术人才培养为核心，积极推进和建设教学研
究型大学；以本科教育为主体，控制发展专科教育，努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申
报博士授权单位，积极拓展国际教育，承担社会继续教育，办好中等艺术教育；
以音乐与舞蹈学科专业为主体，美术学与设计学、戏剧与影视学等学科专业综
合协调发展。学校拥有编制齐备，在省内外有广泛影响，全国音乐院校中唯一
的职业化运营的“川音交响乐团”、“川音民族管弦乐团”、“川音合唱团”。
此外还有为学生提供艺术实践的“川音学生管弦乐团”、“川音附中学生乐团”
。
（三）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完善各层次教育
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积极发展各层次教育。目前学校本科层次有艺术学、
管理学、工学三个学科门类，8 个专业类、30 个本科专业。学校于 1986 年取得
音乐类文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现已具有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艺术学理论三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于 2005 年首批获得国务院学位委批准的艺术硕士
（MFA.）专业学位授予权；于 2014 年获得教育硕士、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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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权。学校于 2009 年起和四川大学联合培养音乐传播学博士生，2013 年成功获
批四川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学校从 2003 年开始招收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
（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办学特色显著
学校在 2008 年的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等次，彰显办学
实力。现有国家级特色专业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省级特色专
业为：音乐学、工业设计、绘画、舞蹈学。省级优秀教学团队为：作曲系作曲
主科教研室、钢琴系钢琴主科教研室、管弦系弦乐教研室、声乐系美声教研室、
手风琴电子键盘系手风琴教学团队。省级重点学科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钢琴、美术。
（五）师资力量雄厚、专家德艺双馨
学校现有副高级以上专家、教授 352 人，其中：二级教授 13 人，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 12 人，部优专家 1 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13 人，四川
省突出贡献优秀专家 5 人，四川省教学名师 3 人。学校还有一大批热爱艺术教
育事业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专家教授组成的教学团队。老一辈音乐教育家常苏民、
羊路由、刘文晋、郎毓秀等一大批专家、学者早已蜚声海内外。
（六）科研硕果累累、比赛捷报频传
学校有国家科技进步奖 1 项，国家发明奖 1 项，省教学成果奖 25 项，省
哲学社会科学奖 26 项，“中国音乐金钟奖”33 项，德国工业设计“红点奖”5
项，发明专利 31 项。近五年来，学校师生在国际、国内重大比赛和评奖中获得
国际奖项 470 余项、国内奖项 1500 余项，其中国家级和省部级授予的奖项 85
项。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 9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立项 29 项。出版各类著作
167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1500 多篇。学校还拥有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数
字媒体艺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省社科联批准成立的四川省哲社重点研
究基地“西南音乐研究中心”以及四川省文联批准成立的“四川省音乐文学学
会”和“四川省数字媒体艺术协会”。学报《音乐探索》入选为全国高校优秀
社科期刊。
（七）国际国内竞风采、川音校友谱新篇
经过八十年的办学发展和几代“川音人”的共同努力，学校为国家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艺术专业人才。涌现了作曲家高为杰、何训田、贾达群，歌唱家范
竞马、赵登峰、霍勇，表演艺术家刘晓庆，钢琴教育家但昭义、钢琴演奏家李
云迪、陈萨，小提琴演奏家宁峰、文薇等一批杰出校友，在国际国内享有很高
声誉。近年来，学校还培养了李宇春、何洁、谭维维、王铮亮等一批新星，活
跃在国内各类舞台上，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学校以建设一流艺术院校为己任，以培养一流艺术人才为目标，全校教职
员工齐心协力，团结奋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提高教学质量、不断增强办学实力为目标，努力培
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为办好人民满意的艺术教育谱写新的篇章。

二、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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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政治合格、德艺双馨、全面发展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三、招生专业
（一）本科层次
（1）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类各专业
学费
教学单位

专

业

招考方向

（元/

学制

年）

就读
地点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作曲系

五年
乐队指挥与合唱指挥
钢琴、钢琴伴奏

钢琴系
手风琴电子
键盘系

手风琴、双排键电子琴、电子钢琴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长笛、双簧管、
单簧管、大管、圆号、小号、长号、大号、木笛、竖

管弦系

琴

古琴、中阮、低音拉弦（大提琴、低音提琴）、箜篌
音乐表演

现代器乐系

打击乐（含民族、西洋打击乐）、古典萨克斯管、古

12000

典吉他
声乐（美声唱法）

民族声乐系

声乐（民族唱法）

歌剧合唱系

歌剧表演、合唱

乐器工程系

钢琴调律、提琴制作、管乐修造、民族乐器研制

号
6）

四年

声乐系

锦江校区

（成都市新生路

二胡、笙、唢呐、竹笛、琵琶、扬琴、古筝、柳琴、

民乐系

音乐舞蹈
音乐教育学院
音乐学
音乐学系

9600
理论

民谣吉他、爵士吉他、电贝司、爵士鼓、流行萨克斯
音乐表演

12000

管、流行键盘）
四年
音乐剧

戏剧系

12000
舞蹈学院

舞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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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校区

流行音乐学院

（成都市新都区蜀龙路）

声乐（流行演唱）、流行歌舞、流行器乐（电吉他、

（2）艺术学：戏剧与影视学类各专业
教学单位

专

业

学费
元/年

电子音乐系

录音艺术

12000

动画

9600

表演

12000

就读
地点

学制

锦江校区

美术学院
数字艺术系
演艺学院

四年

演艺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9600

传媒学院

新都校区

（成都市新都区蜀龙路）

戏剧系

广播电视编导
演艺学院
12000
戏剧影视文学系

戏剧影视文学

戏剧系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3）艺术学：美术学类各专业
教学单位

专

业

学费
元/年

五年
12000

绘画

就读
地点
新都校区

雕塑
美术学院

学制

四年

（4）艺术学：设计学类各专业
教学单位

专

业

学费
元/年

学制

就读
地点

数字媒体艺术

环境设计
美术学院

7200
视觉传达设计
产品设计
艺术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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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

新都校区

公共艺术

（5）艺术学：艺术学理论类专业
教学单位

专

艺术学理论系

业

艺术史论

学费
元/年
9600

就读

学制

地点
锦江校区

四年

（6）普通类专业
学科门类

教学单位

管理学（公共管理类）

专

业

学费
元/年

就读

学制

地点

公共事业管理
管理系

管理学（工商管理类）

4440

四年

新都校区

文化产业管理

（二）专科层次
教学单位

专

业

招考方向

学费
元/年

学制

就读
地点

钢琴、声乐（美声、民族唱法）、音乐舞蹈

专科部
音乐表演
流行音乐学院

声乐（流行演唱）、流行歌舞、流行器乐（电吉
他、民谣吉他、爵士吉他、电贝司、爵士鼓、流
行萨克斯管、流行键盘）

12000

三年

播音与主持
9600
影视动画

新都校区

影视编导
演艺学院

（成都市新都区蜀龙路）

戏剧影视表演

艺术设计
美术学院

展示艺术设计
7200
公共艺术设计
游戏设计

注：①请考生仔细看清上述各专业方向的名称及所属的教学单位，以
免误填。一经录取，一律不予更换所属教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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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凡报考我校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动画和影视动
画专业的考生，录取后学院招生处在纪委办（监察处）监督下根据拟定的
2019 年各教学单位招生计划将上述五个专业新生随机分配到具体的院系
就读。

四、报考对象和条件
符合本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年度报名资格和条件的考生均可报考。

五、报名时间及地点
考生报名分文化考试报名和专业考试报名两次进行，均实行网上报名、网
上缴费。

（一）文化考试报名
凡报考我院艺术类各专业的四川考生均须按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规定办
理文化考试报名手续，领取《四川省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体育类专业招生
报考证》（以下简称《报考证》）。

（二）专业考试报名办法、考试时间、考试地点及要求
1.美术与设计类专业
（1）凡报考我院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的四川考生须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 9:00
起至 4 日 17:00 止自行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网站（http://www.sceea.cn），按
网站上的提示和要求完成专业考试网上报名、缴费，逾期不再补报。考生在完
成专业考试网上报名并缴费成功后，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 日登录四
川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根据提示打印本人的专业准考证。
（2）考试实行分片区考试［成都考点：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自
贡考点：四川理工学院（汇东校区）；绵阳考点：绵阳师范学院（高新校区）；
乐山考点：乐山师范学院；南充考点：西华师范大学（华凤校区）；达州考点：
四川文理学院（莲湖校区）；内江考点：内江师范学院；巴中考点：巴中市巴
州区第四中学］。
（3）考生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 10:00 至 12:00 前往相应考点熟悉考场及应
急疏散通道，2018 年 12 月 1 日下午至 12 月 2 日进行专业考试。
（4）考生自行准备考试所用的画板或画夹、颜料、画笔、小画凳等考试工
具。画板或画夹不能大于 4 开，在画板或画夹上不能有任何图案，考生所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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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不得高于 80 公分；试卷上不得使用定画液、透明胶。其它事项见“四川省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美术与设计类专业招生简介”。

2.音乐类专业
（1）凡报考我院音乐类专业的四川考生须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 9:00 起至 4
日 17:00 止自行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网站（http://www.sceea.cn），按网站上
的提示和要求完成专业考试网上报名、缴费，逾期不再补报。考生在完成专业
考试网上报名并缴费成功后，于 2019 年 1 月 2 日至 21 日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
院网站根据提示打印本人的专业准考证。
（2）考生于 2019 年 1 月 4 日 16:30-18:00 熟悉除“视唱练耳及乐理”科
目外其他笔试科目考场位置及应急疏散通道。1 月 5 日 16:30-18:00 熟悉“视唱
练耳及乐理”科目笔试考场考点位置， 1 月 5 日至 6 日进行专业笔试科目考试，
1 月 8 日至 21 日进行专业面试科目考试。
（3）专业考试不分初试复试，一次完成。除钢琴、电子钢琴、竖琴、双排
键电子琴、定音鼓外，其它乐器均由考生自备。考生凭二代《居民身份证》和
《专业准考证》原件参加专业考试。专业面试科目考试实行分组定时按顺序进
行，考生本人的《专业准考证》上已排定了考生所参加的各个专业面试科目考
试点名时间和顺序，凡不按《专业准考证》上规定的点名时间和顺序参加考试
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责任自负；各专业笔试科目的考试具体时间、地点等
情况以《专业准考证》上的内容为准。
（4）各专业“视唱练耳及乐理”科目的“练耳及乐理”实行客观题笔试，
考生采用机读卡答题；《中外音乐常识》和《艺术理论常识》科目中的客观题
部分要求考生在机读卡上答题（考生自备 2B 铅笔，请在正规文具商店购买）。
笔试科目开考 15 分钟后，考生不准进入考场考试，迟到误考责任自负。“视唱
练耳及乐理”科目的“练耳及乐理”考试，考生不得提前交卷离场。
（5）专业考试地点：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新生路 6 号）。

3.戏剧与影视类和舞蹈类专业
（1）凡报考我院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舞蹈、编导类各专业的四川考生
须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 9:00 起至 4 日 17:00 止自行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http://www.sceea.cn），按网站上的提示和要求完成专业考试网上报名、缴费，
逾期不再补报。考生在完成专业考试网上报名并缴费成功后，于 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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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至 12 月 14 日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根据提示打印本人的专业准考证。
（2）2018 年 12 月 4 日至 14 日进行专业面试科目考试。编导类专业的考生
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 10:00 至 12:00 熟悉笔试科目考场所在教学楼的位置及应
急疏散通道，14:30 至 16:00 进行笔试科目考试（笔试科目的考试地点等安排以
《专业准考证》上的内容为准）。
（3）专业考试地点：成都理工大学艺术大楼（成都市二仙桥东三路 1 号）。
温馨提示：未办理艺术类文化考试、专业考试报名及缴费手续的考生，不
得参加艺术类各专业报名考试及录取。

六、专业考试
各专业（考试类型）考试科目、范围及分值：

（一）音乐类专业
1.艺术史论专业：①声乐演唱或器乐演奏 200 分［声乐：自选歌曲一首（唱
法不限）；器乐：自选乐曲一首］；②艺术理论常识 200 分［参考书目：曾致
主编《艺术类专业高考应试必备·文艺常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录音艺术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 120 分；②器乐演奏 120 分［演奏自
选器乐作品一首（最好是钢琴演奏，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③歌曲创作 160
分（根据指定歌词写作单旋律歌曲一首）。
3.音乐学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 100 分；②声乐演唱 150 分[准备歌曲两
首（限美声、民族唱法），考场配备钢琴伴奏人员，考生须提供钢琴伴奏五线
谱，亦可清唱]；③钢琴演奏 150 分（准备练习曲一首、乐曲或奏鸣曲快板乐章
一首）。
4.音乐学（理论）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 60 分；②声乐演唱或器乐演奏
120 分［声乐：自选歌曲一首（唱法不限）；器乐：自选乐曲一首］；③中外音
乐常识 220 分［参考书目：俞人豪等编《音乐学基础知识问答》（中央音乐学
院出版社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5.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 80 分；②和声知识 60 分
（参考书目：斯波索宾《和声学》上册）；③器乐演奏 60 分［演奏自选器乐作
品一首（最好是钢琴演奏，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④歌曲创作 100 分（根
据指定歌词写作单旋律歌曲一首）；⑤器乐曲创作 100 分（根据指定的主题创
作一首器乐曲小品，乐器种类不限）。
6.乐队指挥与合唱指挥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 80 分；②和声知识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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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斯波索宾《和声学》上册）；③钢琴演奏 60 分［演奏车尔尼 299
以上程度练习曲一首，奏鸣曲快板乐章或中外乐曲一首，巴赫二部创意曲或以
上程度复调乐曲一首（曲目自选，考试曲目要求背奏，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
；
④指挥法 200 分［乐队指挥：指挥交响乐一个乐章或完整的管弦乐作品一首；
合唱指挥：指挥合唱作品两首（曲目自选，自带曲目录音带或双钢琴伴奏人员）］
。
7.音乐舞蹈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 100 分；②声乐演唱 50 分[准备歌曲
两首（限美声、民族唱法），考场配备钢琴伴奏人员，考生须提供钢琴伴奏五
线谱，亦可清唱]；③钢琴演奏 50 分（准备练习曲一首、乐曲或奏鸣曲快板乐
章一首）；④舞蹈综合素质 300 分（自选舞蹈片段，自备 CD 伴奏带，时间 2 至
3 分钟；软开度、弹跳测试）。
8.声乐（美声、民族唱法）、歌剧表演、合唱、音乐剧专业：①视唱练耳
及乐理 100 分；②声乐演唱 400 分［准备四首歌曲（考生从填报的四首歌曲中
随机抽取其中一首歌曲演唱），考场配备钢琴伴奏人员，考生须提供钢琴伴奏
五线谱，亦可清唱］。
9.民乐［琵琶、扬琴、柳琴、古筝、古琴、中阮、笙、唢呐、竹笛、二胡、
低音拉弦（大提琴、低音提琴）、箜篌］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 100 分；②
器乐演奏 400 分［演奏练习曲一首，乐曲两首（曲目自选；考试曲目要求背奏，
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
10.钢琴、钢琴伴奏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 100 分；②钢琴演奏 400 分［演
奏车尔尼 740 以上程度的练习曲一首，复调乐曲一首（巴赫三部创意曲或以上
程度复调乐曲，巴赫平均律只演奏赋格部分），中、外乐曲或大型乐曲中任选
一首（大型乐曲包括奏鸣曲、变奏曲、回旋曲、组曲，奏鸣曲只演奏快板乐章）。
考试曲目要求背奏，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
11.手风琴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 100 分；②手风琴演奏 400 分［演奏练
习曲一首，乐曲两首（曲目自选，乐曲可选复调作品一首，奏鸣曲只演奏快板
乐章；考试曲目要求背奏，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
12.双排键电子琴、电子钢琴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 100 分；②器乐演奏
400 分［演奏（钢琴、电子钢琴、单排键电子琴等键盘乐器均可）练习曲一首，
乐曲两首（曲目自选，乐曲可选复调作品一首，奏鸣曲只演奏快板乐章；考试
曲目要求背奏，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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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西洋管乐（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大管、圆号、小号、长号、大号、
木笛、古典萨克斯管）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 100 分；②器乐演奏 400 分［管
乐（不含木笛）：演奏音阶（连音、断音），练习曲一首，乐曲两首。木笛：
演奏音阶（连音、断音，三升三降或以上），练习曲一首，乐曲两首（乐曲限
外国作品，高音和中音木笛曲目各一首，如凡·艾克、泰勒曼、巴赫、亨德尔、
维瓦尔第、巴尔桑提作品）。（曲目自选；考试曲目要求背奏，反复段落一律
不反复）］。
14.西洋弦乐（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竖琴、古典吉他）专
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 100 分；②弦乐演奏 400 分［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低音提琴：演奏音阶、琶音、双音、练习曲各一首，乐曲两首。竖琴：演奏音
阶、琶音，《Pozzoli（布左利）中等难度练习曲》或《Bochsa（伯萨）练习曲》
中任选一首，乐曲两首。古典吉他：演奏塔雷加音阶练习曲一首，维拉罗伯斯
练习曲一首，乐曲一首。（曲目自选；考试曲目要求背奏，反复段落一律不反
复）］。
15.打击乐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 100 分；②器乐演奏 400 分［从小军鼓、
马林巴、定音鼓、民族打击乐、爵士鼓中任选两种乐器各演奏一首乐曲（曲目
自选；考试曲目要求背奏，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
16.声乐（流行演唱）、流行歌舞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 100 分；②声乐
演唱 400 分【准备四首歌曲（考生从填报的四首歌曲中随机抽取其中一首歌曲
演唱），自备 U 盘（伴奏格式为 mp3）或 CD 伴奏或使用乐器自弹自唱】。
17.流行器乐［电吉他、电贝司、民谣吉他、爵士吉他、爵士鼓、流行萨克
斯管、流行键盘］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 100 分；②器乐演奏 400 分【爵士
鼓：演奏自编 4/4 拍子和 3/4 拍子节奏组合各一段（长度为每段不低于 16 小节，
可按‖:4+4:‖方式重复）；按要求演奏指定节奏型。流行键盘：演奏（钢琴、
合成器、电子琴等键盘乐器均可）车尔尼 849 以上程度练习曲一首，欧美、中
国风格乐曲各一首，即兴伴奏一首流行歌曲。其它流行乐器：演奏音阶、琶音、
中等以上程度练习曲各一首，乐曲一首。［自备 U 盘（伴奏格式为 mp3）或 CD
伴奏；曲目自选，考试曲目要求背奏，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
各专业视唱练耳及乐理科目考试范围（注：视唱占 20%、练耳占 65%、乐理
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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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视唱：调号范围在一个升降号以内，含常见节拍与节奏型的单声部曲
调。采用首调唱名法、固定唱名法均可。
(2) 练耳：①音组：2 至 5 个音；②音程：纯四、五、八度，大小二、三、
六、七度，增四度、减五度；③和弦：大、小、增、减三和弦原位及转位（密
集排列），大小七、小小七、减小七、减减七和弦原位及转位（密集排列）；
④节拍、节奏：常见节拍与节奏型；⑤旋律：调号范围在两个升降号以内，含
常见节拍与节奏型的单声部曲调。
(3) 乐理：参考李重光编著的《音乐理论基础》，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等
音乐学校试用教材（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音乐类各专业（考试类型 1-17）：总分满分均为 400 分。其中“艺术史论”、
“录音艺术”、“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和“乐队指挥与合唱指
挥”（考试类型 1-6）专业各科成绩均计入总分；此外，其它各专业（考试类型
7-17）的“视唱练耳及乐理”单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不计入总分，在专业划
线时单独划定该科单科成绩的合格线。
钢琴调律、提琴制作、管乐修造和民族乐器研制各专业成绩认定关系为：
凡参加了钢琴、钢琴伴奏、手风琴、双排键电子琴、电子钢琴、西洋管弦乐任
一专业考试且成绩合格的考生高考志愿均可填报钢琴调律专业；凡参加了西洋
弦乐专业且成绩合格的考生高考志愿可填报提琴制作专业；凡报考西洋管乐专
业且成绩合格的考生高考志愿可填报管乐修造专业；凡报考民乐专业且成绩合
格的考生高考志愿可填报民族乐器研制专业。

（二）戏剧与影视类和舞蹈类专业
18.表演专业：①语言（自备作品脱稿考查：诗歌、寓言、小说片段、散文
或台词独白等任选一种体裁一篇，时间限定在 2 分钟以内）；②声乐（自备歌
曲一首：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唱法不限）；③形体（舞蹈、武术、体操
戏曲身段等不限，自由展示。注：默唱旋律、默念节奏节拍舞蹈或动作）；④
表演（命题表演，随机抽取试题，根据试题编演即兴小品。注：均为集体小品，
表演时间控制在 5 分钟内）。各单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
400 分。
19.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①朗诵（自备作品脱稿朗诵：现代诗歌、散文、
寓言、台词、小说片段任选一种体裁，时间在 2 分钟之内）；②普通话水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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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品朗读）；③命题即兴评述（考生抽题后评述，时间在 2 分钟之内）。各
单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 300 分。
20.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专业：①编写故事（命题笔试）；②编导
创意（节目与广告创意、声画组合等，考生抽题后口试，时间在 3 分钟以内）。
各单科成绩满分为 150 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 300 分。
21.舞蹈学专业：①面试［A.目测外形；B.语言表达（自我介绍）］；②基
本功测试（A.柔韧；B.旋转；C.弹跳；D.技巧展示）；③艺术素质（A.摹仿；B.
即兴表演）；④艺术表现力［自备舞蹈片段或组合，风格不限，自备伴奏带（限
单曲 CD）］。各单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 400 分。

（三）美术与设计类专业
22.【美术学院：①本科：雕塑、绘画、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
计、数字媒体艺术、公共艺术、动画、艺术与科技；②专科：艺术设计、展示
艺术设计、公共艺术设计、游戏设计、影视动画。演艺学院：动画（本科）、
影视动画（专科）。数字艺术系：动画。戏剧系：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各专业：
①素描；②速写；③色彩。素描、色彩、速写单科成绩满分各为 100 分，专业
成绩总分满分为 300 分。

七、文化考试
凡报考艺术类的考生必须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

八、政考及体检
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健康检查，由考生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
招考办，按普通高校招生的有关规定统一办理。

九、录取规则
1.普通本科专业（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在考生思想政治品德
考核及体格检查合格和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四川省招考委划定的最低录取控制
分数线的情况下，对符合我院投档比例和成绩要求的进档考生，录取时根据专
业志愿优先原则，按高考文化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德、智、体全面考核，择
优录取。
2.艺术类专业：在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及体格检查合格、专业考试成绩
和高考文化课成绩均达到划定的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情况下，对符合我院投档比
例和成绩要求的进档考生，根据其填报的志愿顺序，德、智、体全面考核，择
优录取。各专业录取规则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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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艺术史论专业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考生高考文化课
成绩须达到四川省最低录取控制线上 20 分。
②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编导专业按高考文化课成绩从高分
到低分排序录取。
③本科层次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学、录音艺术、
动画、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美术学、设计学和专科层
次音乐表演、戏剧影视表演、播音与主持、影视动画、艺术设计、展示艺术设
计、公共艺术设计、游戏设计各专业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
3.我院对投档成绩相同的考生录取办法：
①本科层次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
和专科层次影视编导各专业依次以语文、外语成绩的高低排序录取。
②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录音艺术、音乐学、音乐表演各专业依次以“视
唱练耳及乐理”、高考文化课成绩总分的高低排序录取。
③本科层次艺术史论、舞蹈学、动画、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影视
美术设计、美术学、设计学和专科层次戏剧影视表演、播音与主持、影视动画、
艺术设计、展示艺术设计、公共艺术设计、游戏设计各专业依次以高考文化课
成绩总分、语文、外语的高低排序录取。
4.我院各专业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均为 1:1。

十、注意事项
（一）部分专业考生身体条件要求：美术类专业要求考生无色盲。
（二）报考我校的考生在参加文化考试时，文理兼收，外语语种不限，各
专业新生进校后我校只提供英语教学。
（三）我院招收港澳台学生和境外学生（留学生）（详见四川音乐学院港
澳台和外国留学生招生简章）。
(四)报考木笛专业的考生可登录我院招生信息网免费下载相关谱例。（网
址：http://www.sccm.cn）
（五）四川音乐学院当年录取的音乐表演和理论专业本科生，经学院专家
委员会认定专业特别优秀者可享受 1 至 4 年学费减、免及提供参加学院认可的
专业比赛所需部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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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专业收费标准如有调整一律按新批准的收费标准执行。
（七）新生入学后两月内，学院将进行专业和身体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学
生，依据招生工作有关规定处理。
（八）四川考生的专业考试成绩由省教育考试院下发到各市（州）招考办，
考生凭《报考证》和《专业准考证》到正住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招考办
领取专业考试成绩通知单（音乐类专业考生领取成绩通知单时间：2019 年 2 月
19 日后；其它各类专业考生领取成绩通知单时间：2019 年 1 月 14 日后）。凡
对专业成绩有疑问需查询的考生一律在规定的时间内（音乐类专业考生查分登
记时间：2019 年 2 月 21 日 9:00 起至 22 日 17:00 止；其它各类专业考生查分登
记时间：2019 年 1 月 16 日 9:00 起至 17 日 17:00 止），凭《报考证》和《专业
准考证》到正住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招考办办理查分登记，逾期不再办
理。查分结果由各类专业考务办公室通知考生。
（九）本简章供四川考生专用，由四川音乐学院招生处负责解释。
通讯地址：成都市新生路 6 号四川音乐学院招生处
邮政编码：610021
电

话：（028）85430270（咨询电话）

招生网址：http://www.scc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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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30284（传真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