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 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大纲

美术学与设计学类

I．考试性质

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美术学与设计学类专业统一考试是为普通高校招收美术学与设计学类专业人才而设置的选拔性考试，

注重考查美术学与设计学类专业基础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主要测试考生的人文素养和艺术素养，是全国普通高考的重要组

成部分。

II．考试科目、形式及分值

考试科目 考试形式 考试时间 分值（分） 总分（分）



（分钟）

素描

笔试：写生、默写、写生与默写

相结合，根据提供的图片或文字

资料完成规定内容。

180 100

300色彩

笔试：写生、默写、写生与默写

相结合，根据提供的图片或文字

资料完成规定内容。

180 100

速写

笔试：现场速写、默写、现场速

写与默写相结合，根据提供的图

片或文字资料完成规定内容。

30 100

III．考核目标、内容及要求



一、素描

（一）考核目标

主要考查考生的审美能力、造型能力（构图、结构、比例、透视、虚实、体积、空间、色调、质感等）和表现能力。

（二）考试内容范围

静物、石膏头像、人物头像。

（三）考试要求

1．考场提供考试用纸，考生自备黑色铅笔或黑色炭笔，画板及与考试相关的绘画用具；

2．构图合理、造型准确、整体性强，有一定的艺术表现能力及刻画能力；

3．按所提供的图片或文字资料作答，答卷上不得添加与试题无关的其他内容，否则按不切题处理并扣分；



4．禁止在卷面上使用定画液、喷剂等胶质材料。

二、色彩

（一）考核目标

主要考查考生的审美能力、感受能力（色调、色相、冷暖、明度、纯度、环境色等）和表现能力。

（二）考试内容范围

静物、风景。

（三）考试要求

1．考场提供考试用纸，考生自备水彩、水粉或丙烯颜料，画板及与考试相关的绘画用具；

2．构图合理、色调明确、色彩丰富、整体关系好、形色结合得当，具有一定的刻画能力和美感；



3．按所提供的图片或文字资料作答，位置、形状、数量等均不得改变，答卷上不得添加与试题无关的其他内容，否则按不切题

处理并扣分；

4．禁止在卷面上使用定画液、喷剂等胶质材料。

三、速写

（一）考核目标

主要考查考生的审美能力、感知能力（动态、结构、比例、透视、空间、虚实等）和表现能力。

（二）考试内容范围

人物动态、人物动态的组合、人物动态与道具及环境的组合。

（三）考试要求



1．考场提供考试用纸，考生自备黑色铅笔、黑色炭笔、黑色钢笔、黑色签字笔或黑色马克笔，画板及与考试相关的绘画用具；

2．构图布局合理、形体结构比例准确、表现生动、造型完整，所有形态必须在同一卷面上完成；

3．按所提供的图片或文字资料作答，答卷上不得添加与试题无关的其他内容，否则按不切题处理并扣分；

4．禁止在卷面上使用定画液、喷剂等胶质材料。

音 乐 类

I．考试性质

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音乐类专业（包含音乐学和音乐表演专业）统一考试是全国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考查考生的演唱（奏）能力、识谱能力、听觉分析能力与音乐基础知识，选拔具备学习音乐专业基本条件和潜能的学生。



II．考试科目、形式及分值

音乐类专业考试按照专业方向分以下两类：



III．考核目标、内容、形式及要求

一、声乐

（一）考核目标

考查考生的嗓音条件、演唱水平和音乐表现等。

（二）考试内容与形式

1. 音乐学专业考生自选曲目 1 首，音乐表演专业考生自选曲目 2 首（通俗演唱现场抽唱 1 首），作品内容积极健康；

2. 现场演唱。

（三）考试要求

1. 自选曲目若为中外歌剧、清唱剧、音乐剧选段，则须按原调演唱，否则将予扣分；



2. 考生须背谱演唱，否则将予扣分；

3. 考点统一提供钢琴伴奏（乐谱自备）、通俗演唱音响设备（伴奏音乐自备）。

二、钢琴、器乐

（一）考核目标

考查考生的钢琴、器乐演奏水平和音乐表现等。

（二）考试内容与形式

1. 音乐学专业考生自选曲目 1 首（乐曲或练习曲），音乐表演专业考生自选曲目 2 首（乐曲和练习曲各 1 首）；

2. 现场演奏。

（三）考试要求



1. 考生演奏的速度不得低于每首曲子规定的最低速度，否则将予扣分；

2. 作品中的反复段落不需反复；

3. 考生须背谱演奏，不使用伴奏，否则将予扣分；

4. 考点统一提供钢琴，其它乐器自备；

三、视唱

（一）考核目标

考查考生视谱即唱中的音高感、节奏感、乐感等音乐素养。

（二）考试内容



（三）考试形式

现场视谱即唱五线谱和简谱各 1 条。

（四）考试要求



1. 视唱不可延时过多，不可中断两次以上；

2. 考生可自行定调视唱。

四、练耳

（一）考核目标

考查考生的音乐听觉能力和记忆能力。

（二）考试内容



（三）考试形式与计分

1. 闭卷，笔试；

2. 题型为选择题和判断题；



3. 考试时间 30 分钟，满分 100 分，折算计入总分。

五、乐理与音乐常识

（一）考核目标

考查考生的音乐基础知识。

（二）考试内容

1. 音乐常识（约 30％）

主要考查与作家、作品、创作等相关的音乐常识。

2. 基本乐理（约 70％）

（1）声音的基本属性；



（2）记谱法：主要考查常用谱表、音符休止符、音名组别等；

（3）音乐常用记号与术语：主要考查速度力度记号、演奏法记号、表情术语、省略记号、装饰音等；

（4）节奏节拍：主要考查节奏节拍相关概念、拍子类型、常用节奏型、音值组合法等；

（5）音程与和弦：主要考查音程中自然音程、变化音程、音程协和性的识别，各种三和弦、七和弦及其转位形式的识别；

（6）旋律调式分析：主要考查自然、和声、旋律大小调式以及中国民族调式的识别。

（三）考试形式与计分

1. 闭卷，笔试；

2. 题型为选择题和判断题；

3. 考试时间 60 分钟，满分 100 分，折算计入总分。



（四）主要参考书目

1. 中学音乐教材；

2. 李重光编著：《音乐理论基础》，人民音乐出版社。

编 导 类

I．考试性质

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编导类专业（包含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等专业）统一考试是全国

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



II．考试科目、形式及分值

III．考核目标、内容及要求

一、艺术常识



（一）考核目标

1．考查考生对文学及艺术常识的掌握程度；

2．考查考生的知识识记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二）考试题型

本科目试卷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两个部分，题型可包含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名词解释题、问答题、综合分析题等。

（三）考试内容

1．中学阶段所学的文学、艺术等常识；

2．报考该专业应具备的文学、艺术（影视、戏剧、戏曲、美术、音乐、舞蹈等）知识。

二、故事写作



（一）考核目标

1．考查考生的思维能力、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

2．考查考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3．考查考生是否具备学习本专业的艺术修养和发展潜质。

（二）考试内容与要求

1．考试内容

根据给定的材料编写一个完整的故事。材料类型为一段文字材料或关键词（三个及以上）。

2．考试要求



（1）题目自拟；

（2）内容健康，主题明确，并具有一定的原创性；

（3）故事情节发展既有戏剧冲突又要符合逻辑；

（4）故事结构合理，层次清晰，人物形象鲜明；

（5）综合运用多种写作手法，文字通顺，行文流畅；

（6）字数不少于 1200 字。

三、影视作品分析

（一）考核目标

考查考生对影视作品的鉴赏能力、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



（二）考试内容与要求

1．考试内容

考生观看影视作品片段（时长 15 分钟左右，连续播放两次）后，选取角度进行分析。分析角度可包括：

（1）作品的题材与类型；

（2）作品的主题与意蕴；

（3）作品的形式与风格；

（4）作品的叙事特征（人物、情节、结构等）；

（5）作品的视听语言。

2．考试要求



（1）题目自拟；

（2）内容健康，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合理；

（3）不要过多复述影视作品片段内容，注重对作品的鉴赏和分析；

（4）分析角度可以多样，对作品既可以进行肯定，也可以进行批评；

（5）字数不少于 1200 字。

影 视 类

表演专业

I．考试性质



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影视类表演专业统一考试，是全国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考查考生学习影视戏剧表演应具备的基本

专业素质和能力，选拔适合进入高等学校接受该专业培养的合格考生。

II．考试科目、形式及分值



III．考核目标、内容及要求

一、台词

（一）考核目的

重点考查考生的普通话、音质、语感，以及朗诵作品的感受力和表现力。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考生现场抽取文学作品片段（小说、寓言、现代散文、现代诗歌），经过一定时间准备后进行朗读。朗读时间 1 分钟以内。

二、声乐

（一）考核目的

重点考查考生的基本乐感、音准，以及节奏感、表现力和感染力。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考生现场演唱自备中文歌曲一首（内容应健康积极），无伴奏。演唱时间 1 分钟以内。

三、形体

（一）考核目的

重点考查考生的身体协调性及动作的灵巧性、表现力、节奏感等。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考生现场展示自备的形体片段（舞蹈、武术、戏曲身段、体操等），无伴奏。表演时间 1 分钟以内。

四、表演

（一）考核目的



考查考生的外部形象、个性特征与表演综合素质。表演综合素质包括考生的信念感、感受力、想象力、理解力、表现力、应变能力等，以

及小品的构思与完成能力。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由 4-5 名考生组成小组进行命题小品表演。现场抽题后，小组成员根据命题经过一定时间讨论、构思后开始表演。考生需明确各自的

角色和任务，建立情境和人物关系，并按照生活逻辑展开合理想象，演绎小品主题。表演时间 3 分钟左右。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I．考试性质

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影视类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统一考试，是全国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考查考生学习播音与主持艺术

专业应具备的基本专业素质和能力，选拔适合进入高等学校接受该专业培养的合格考生。



II．考试科目、形式及分值

III．考核目标、内容及要求

一、朗读文学作品



（一）考核目的

重点考查考生的普通话标准程度、音质及朗诵表现力。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考生现场抽取散文类文学作品，经过一定时间准备后进行朗读。朗读时间 1 分钟以内。

二、播读新闻稿件

（一）考核目的

重点考查考生的普通话标准程度、音质及新闻播读技巧。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考生现场抽取新闻稿件，经过一定时间准备后进行播读。播读时间 30 秒左右。



三、话题评述

（一）考核目的

重点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以及生活积累和知识储备。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考生现场抽取题目素材，经过一定时间准备后进行评述，紧扣主题、观点鲜明、条理清晰、内容健康积极。评述时间 1 分钟以内。

四、即兴主持

（一）考核目的

重点考查考生的节目构思能力、反应能力、表达能力，以及面对受众的交流感。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考生现场抽取题目，经过一定时间准备后进行模拟主持，紧扣题目要求、风格鲜明、态度积极、内容健康。主持时间 1 分钟以内。

五、才艺展示

（一）考核目的

重点考查考生外在形象、内在气质及艺术特长。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考生自备非语言类才艺项目进行展示（内容健康积极）。唱歌、舞蹈如需伴奏请自备播放设备（禁用手机播放）；器乐演奏请自备乐

器（钢琴由考点提供）。时间 1 分钟以内。

★特别提示：从 2022 年起，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考试科目将调整为散文朗读、古诗词朗诵、话题评述、才艺展示 4

科。



舞 蹈 类

I．考试性质

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舞蹈类专业（包含舞蹈学、舞蹈表演、舞蹈编导专业）统一考试，是全国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考

查考生是否经过了系统、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具有一定的舞蹈基础和对舞蹈风格的把握能力、表现能力和表演能力，从而选拔出具备舞蹈

类专业学习的身体条件和艺术潜能的合格人才。

II．考试科目、形式及分值



III．考核目标、内容及要求

一、专业基本条件

（一）考核目标



主要考查考生是否具有舞蹈专业学习所需的外形条件。

（二）考试内容

考官目测考生身高、体重、形体比例、腿型、相貌、气质等外形条件。

（三）考试要求

考生均需穿专业软底练功鞋，且不得化妆。女生应盘头，穿着专业体操服及连裤袜，男生应穿着贴身上衣及紧身裤。

二、专业基本能力

（一）考核目标

主要考查考生是否具有舞蹈专业所需的软开度、力量、协调性等身体能力。

（二）考试内容



竖叉、横叉、下腰、中间搬腿（前、旁、后）。

（三）考试要求

考生均需穿专业软底练功鞋，且不得化妆。女生应盘头，穿着专业体操服及连裤袜，男生应穿着贴身上衣及紧身裤。

三、技能技巧

（一）考核目标

主要考查考生是否具有舞蹈专业所需的旋转、翻腾、弹跳等方面的身体能力。

（二）考试内容

女生：原地四位转、原地点翻身、平转、串翻身、大跳、倒踢紫金冠跳。

男生：原地二位转（或跨腿转）、扫堂探海转、双飞燕、平转、躜步、摆腿跳、飞脚。



说明：如有空翻或其他特殊技巧，考生可单独展示。

（三）考试要求

考生均需穿专业软底练功鞋，且不得化妆。女生应盘头，穿着专业体操服及连裤袜，男生应穿着贴身上衣及紧身裤。

四、口试

（一）考核目标

主要考查考生基本的口头表达能力。

（二）考试内容

考生用普通话介绍自己的腰牌号及即将表演的舞蹈组合或剧目名称。

（三）考试要求



口试过程中不得透露与考生有关的个人信息。

五、舞蹈组合或剧目表演

（一）考核目标

主要考查考生对舞蹈风格、动作质感、音乐节奏、作品情绪等方面的把握能力。

（二）考试内容

考生自备一个舞蹈组合或剧目片段，作品风格不限，表演时长不超过 1 分 30 秒。

（三）考试要求

考生自备表演所需音乐 CD 光碟或 U 盘，可穿戴表演服装及头饰并携带所需道具入场，不得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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