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戏剧学院
2023 年本科招生专业考试简章

1. 招生计划

系别 专业（招考方向） 计划（人） 学制（年） 学费（元 /年）

表演系
表演（话剧影视表演）注 1 25 4 10000

曲艺（相声创作表演） 20 4 10000

导演系 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导演） 15 5 10000

舞台美术系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12 5 10000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灯光） 15 4 10000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服装） 15 4 10000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化装） 15 4 10000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造型体现） 14 4 10000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演艺影像设计） 14 4 10000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技术） 14 4 10000

录音艺术（演艺声音设计） 20 4 10000

音乐剧系 音乐剧 25 4 10000

京剧系
表演（京剧表演） 25 注 2 4 免学费

表演（京剧音乐伴奏） 15 注 3 4 免学费

歌剧系 表演（歌剧表演） 25 5 10000

舞剧系 表演（舞剧表演） 30 注 4 5 10000

电影电视系

戏剧影视导演（电影导演） 15 5 10000

录音艺术（电影声音设计与制作） 15 4 10000

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节目主持） 20 4 10000

注 1：该班为表演（话剧影视表演）实验班，将融入中华传统演剧艺术进行话剧影视表演人才培养。

注 2：行当类别：老生、小生、老旦、青衣、花衫、花旦、花脸、文丑、武丑、武旦、刀马旦、武生，招生名额根据当年

报考情况确定。

注 3：乐器种类：京胡、京二胡、月琴、三弦、鼓板、大锣、铙钹、小锣，招生名额根据当年报考情况确定。

注 4：招生名额按男女比例划分：男生 15 人，女生 15 人。

说明：

1. 以上专业（招考方向）招生面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编制分省招生计划，文理兼招、不限制

选考科目。

2.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戏剧创作、电视剧创作招考方向）、戏剧学专业（戏剧史论与批评招考方向）、戏剧教育（师

范）专业、艺术管理专业（演出制作、剧院管理、影视制片招考方向）不设校考，招生规模、分省计划、录

取规则等详见《中央戏剧学院 2023 年本科招生章程》及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高考志愿填报信息。



2. 报考
2.1 报名条件

（1）符合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年度招生工作规定中的相关报名条件。

（2）按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我院在省级统考合格考生范围内组织校考，考生所报专业（招考方向）属省

级统考涉及的，考生须达到相应统考子科类本科合格标准，省级统考未涉及或不要求的专业，考生可直接参加

校考。经与有关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协商一致，考生须参加所在省级统考科类详见附件《中央戏剧学院 2023 年

本科招生专业考试各招考方向与省统考子科类对应表》。

2.2 报名方式
（1）专业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考试形式为远程考试，初试合格考生方可参加复试。

·表演、曲艺、戏剧影视导演、录音艺术、音乐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远程初试报名及考试时间 :2023 年 1 月 30 日中午 12:00 至 2 月 4 日中午 12:00

考生可在以上日期内自选时间进行模拟考试及正式考试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

远程初试报名时间：2023 年 1 月 30 日中午 12:00 至 2 月 4 日中午 12:00

模拟考试时间：2 月 4 日、2 月 5 日（具体场次见后续发布的《远程考试操作指南》）

正式考试时间：2 月 6 日（具体时间以报名成功后系统显示为准）

（2）报名途径：手机端报名，关注“中央戏剧学院本科招生”微信公众号，进入报名系统，微信公众号二

维码见文末“联系方式”。报名前准备本人近期电子标准证件照、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和具有支付功能的微信账号。

（3）每名考生在我院专业考试中限报 3 个招考方向。其中舞台美术系内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舞台设计、

舞台灯光、舞台服装、舞台化装、舞台造型体现、演艺影像设计、舞台技术 7 个招考方向）限报 1 个。

（4）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报名考试费 160 元 / 人，其他各招考方向初试报名考试费 100 元 / 人。如需索

取发票可发送电子邮件按要求办理，电子邮箱地址见文末“联系方式”。

（5）报名成功后即可参加远程初试，无需打印准考证。

（6）考生须在报名前认真阅读《中央戏剧学院 2023 年本科招生专业考试简章》及《远程考试操作指南》。

不按要求报名，误填、错填报考信息，报考时间过晚或临近截止时间导致无法按时完成考试的，后果由考生本

人承担。

（7）考生报名成功后无论是否参加考试，所交报名费不予退回。

（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生统考报考仅限普通类（单列类考生须兼报普通类）。

（9）因我院公共外语课只开设英语，非英语语种考生谨慎报考。



3. 考试

3.1 初试考试科目及要求

系别 专业（招考方向） 科目 备注

表演系

表演
（话剧影视表演）

朗诵 除独白外体裁不限，时长 3 分钟以内。

戏曲或曲艺特长展示 选考，时长 2 分钟以内。

曲艺
（相声创作表演）

编讲故事
编讲幽默小故事，除单口相声外体裁不限，
时长 3 分钟以内。

导演系
戏剧影视导演
（戏剧导演）

朗诵
诗歌、寓言、散文或小说片断任选一篇，
时长 2 分钟以内。

舞台美术系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舞台设计）

素描

根据题目要求进行素描考试，自备画板、
四开素描画纸、画笔（黑色铅笔、炭笔、
炭精条、木炭条四种任选）、橡皮等考试
用具，时长 2 小时。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舞台灯光）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舞台服装）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舞台化装）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舞台造型体现）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演艺影像设计）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舞台技术）

录音艺术
（演艺声音设计）

演唱或演奏
任选歌曲一首演唱或器乐演奏，时长 3-5
分钟。

音乐剧系 音乐剧

声乐
自选音乐剧歌曲一首 ( 中外文不限 )，清唱。
可适当删减歌曲重复部分，时长 3 分钟以内。

形体
自选作品一段，中外舞蹈均可，时长 2 分
钟以内。着练功服、舞蹈鞋。

台词
朗诵：自选诗歌、散文或小说一段，时长 2
分钟以内。

京剧系

表演
（京剧表演）

综合测试

表演基本功展示：
1. 唱、念，时长 3 分钟以内。
2. 基功、武功，时长 3 分钟以内。
3. 把子、身段，时长 3 分钟以内。

表演
（京剧音乐伴奏）

综合测试

1. 基本功展示，时长 1 分钟以内。
2. 自备曲目演奏，时长 6-9 分钟：
·文乐 ( 京胡、京二胡、月琴、三弦 ) 作京
剧唱段曲目演奏 ( 西皮板式、二黄板式各一
段 )；
·打击乐 ( 鼓板、大锣、铙钹、小锣 ) 作打
击乐合奏。



系别 专业（招考方向） 科目 备注

歌剧系
表演

（歌剧表演）
声乐演唱

中外歌曲各一首，外国作品须用原文演唱，
如演唱咏叹调，须使用原调原文演唱。两
首歌曲总时长 7 分钟以内。

舞剧系
表演

（舞剧表演）

基本功能力展示
着练功服，禁止穿舞台表演服装，时长 2
分钟以内。

舞剧片段与剧目表演
风格各异的剧目片段 2 个，每个剧目时长 2
分钟以内，可根据剧目需要自备服装，化
舞台妆。

电影电视系

戏剧影视导演
（电影导演）

编讲故事
自备任意美术作品（绘画、书法、雕塑等
均可）编讲故事，时长 3 分钟以内。

艺术特长展示 自选艺术特长进行展示，时长 3 分钟以内。

录音艺术
（电影声音设计与制作）

演唱或演奏 演唱或演奏音乐作品一首，时长 3 分钟以内。

特长展示 自选任意特长进行展示，时长 3 分钟以内。

播音与主持艺术
（广播电视节目主持）

自备稿件朗诵
自备散文、小说片段、诗歌或寓言一篇，
时长 3 分钟以内。穿着日常服装，可化淡妆。

说明：

1. 请考生务必参加模拟考试，凡不按要求进行模拟考试导致正式考试失败的问题一律不予受理。

2. 远程考试要求请关注中央戏剧学院本科招生网发布的通知公告。

3. 远程考试过程中考生不得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如姓名、准考证号、身份证号码等），一经发现，该科目考

试成绩无效。

4. 考生参加远程考试除个别考试科目允许外一律不得化妆、不得佩戴饰品、帽子等，衣着得体，画面背景须纯

色、整洁。

3.2 初试结果查询及注意事项
（1）参加远程初试的考生预计可于 2023 年 2 月中旬（以具体考试公告为准）登录中央戏剧学院报名系统（手

机端登录微信公众号“中央戏剧学院本科招生”）查询初试结果，初试合格的考生办理复试手续。

（2）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复试不再收费，其他各招考方向复试收费 80 元 / 人。



3.3 复试考试科目及要求

复试考试形式和时间安排将视疫情情况和上级部门要求另行通知，复试考试科目和要求以我院相关通知公

告为准。

系别 专业（招考方向） 科目 备注

表演系

表演
（话剧影视表演）

声乐 自选歌曲演唱，鼓励运用戏曲或曲艺形式呈现。

形体
自选舞蹈、体操、武术等展示，鼓励运用戏曲
或曲艺形式呈现。

台词
体裁不限，不得与初试朗诵篇目重复，鼓励运
用戏曲或曲艺形式呈现。

表演

专业知识考察

曲艺
（相声创作表演）

说
自选诗歌、散文、小说、寓言、绕口令等片段
一篇。

学 模仿熟悉的艺术家表演片段。

唱 自选歌曲、戏曲、曲艺等演唱。

表演

专业知识考察

导演系
戏剧影视导演
（戏剧导演）

作品分析

命题编讲故事

命题小品

舞台美术系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舞台设计）
（舞台灯光）
（舞台服装）
（舞台化装）

（舞台造型体现）
（演艺影像设计）

色彩 写生。

创作 命题创作。

专业知识考察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舞台技术）

模型制作 命题模型制作。

专业知识考察

录音艺术
（演艺声音设计）

演唱或演奏 自备一至两首乐曲清唱或乐器演奏。

视唱练耳

专业知识考察



系别 专业（招考方向） 科目 备注

音乐剧系 音乐剧

声乐
自选不同于初试的音乐剧曲目 3 首（一首中文，
两首外文）。

视唱练耳 五线谱视唱、旋律模唱。

形体
1. 自选中外舞蹈或音乐剧舞蹈一段；
2. 形体基本条件和基本功能力考查。

朗诵 自选诗歌、散文或小说一段。

表演

专业知识考察

京剧系

表演
（京剧表演）

剧目片段 自选京剧剧目片段。

表演
（京剧音乐伴奏）

演奏技法
1. 自选曲目演奏；
2. 视奏。

歌剧系
表演

（歌剧表演）

声乐演唱
不同于初试的中外歌曲各一首。外国作品须用
原文演唱，如演唱咏叹调，须使用原调原文演
唱。两首歌曲总时长 7 分钟以内。

视唱练耳

台词
自选诗歌一首（古诗词或近现代诗歌均可），
时长 2 分钟以内。

舞剧系
表演

（舞剧表演）

基本功能力测试（芭
蕾基训、古典舞基训）

着练功服，禁止穿舞台表演服装。

舞蹈组合
风格各异的两个组合，每个组合时长 1.5 分钟
以内。可淡妆可裸妆，不得化舞台妆。

命题即兴表演与评委
测试相结合

根据提供的命题或音乐，进行即兴表演。

电影电视系

戏剧影视导演
（电影导演）

分镜头脚本创作

命题小品

录音艺术
（电影声音设计与制作）

视唱练耳、声音辨析

音乐作品分析

播音与主持艺术
（广播电视节目主持）

命题演讲

文史常识及专业知识
考察

特长展示



4. 专业考试结果查询
考生可于 2023 年 4 月底前登录中央戏剧学院报名系统（手机端登录微信公众号“中央戏剧学院本科招生”）

查询专业考试结果，我院不寄发纸质成绩单或合格证明。

5. 录取
5.1 录取原则及录取办法情况说明

我院专业考试合格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相应录取控制分数线后，按专业考试排名择优录取。

（1）录取分数以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为准，不含任何高考加分。

（2）多专业合格考生报考以高考志愿填报顺序为准。

（3） 按专业考试排名录取时如有并列的，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 ÷ 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一

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所得比值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若比值相同，依次比较语文、外语、数学成绩（折算为单科

150 分制计算）。

（4）京剧表演招考方向分行当录取，京剧音乐伴奏招考方向分乐器种类录取，名额划分视报考情况确定；

舞剧表演方向按招生计划分男、女录取。

（5）本科录取批次合并的省份，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划定，具体细则参照

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当年划线标准。

（6）如录取分数线划线结果低于生源省份规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相应类别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省级招生考

试机构相关分数线执行。

（7）我院依据招生章程开展招生工作，如本招生简章内容与招生章程有出入，以经教育部核准并公示的招

生章程为准。

5.2 录取分数线
（1）表演专业（话剧影视表演、歌剧表演招考方向）、曲艺专业（相声创作表演招考方向）、音乐剧专业、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广播电视节目主持招考方向）：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生源所在省 ( 自治区、直辖市 ) 本

科一批录取分数线的 60%（四舍五入取整数）划定。

（2）表演专业（京剧表演、京剧音乐伴奏、舞剧表演招考方向）：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生源所在省（自治区、

直辖市）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45%（四舍五入取整数）划定。

（3）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舞台设计、舞台灯光、舞台服装、舞台化装、舞台造型体现、演艺影像设计、

舞台技术招考方向）：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75%（四

舍五入取整数）划定。

（4）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戏剧导演、电影导演招考方向）、录音艺术专业（演艺声音设计、电影声音设计

与制作招考方向）：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90%（四

舍五入取整数）划定。



6. 入学
（1）学生入学三个月内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审核。审核中如发现有伪造学历、考试作弊等舞弊行为者，不符合招

生条件者，或在报名、考试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者，按相关规定处理。

（2）家庭经济确实困难的学生，可按相关政策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 / 年。毕业

前最后一个学期签订还款协议，按协议履行还款手续。

（3）我院学生享受国家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金额为 8000 元；国家励志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金额为

5000 元。同时，我院设立中央戏剧学院奖学金、社会捐赠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最高奖励金额为 6000 元。

（4）学生就业遵循“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双向选择”的原则。

7. 专业考试相关部门联系方式
表  演  系：56620453         导    演    系：56620463          舞台美术系：56620461             

音乐剧系：56620481         京    剧    系：56620470          歌    剧    系：56620474              

舞  剧  系：56620533         电影电视系：56620456          

招生监察办公室：56620371     

北京地区区号：010

中央戏剧学院昌平校区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宏福中路 4 号

学院网址：http://www.zhongxi.cn（网络实名：中央戏剧学院）

报考咨询电话：56620655、56620656

本科招生咨询邮箱：zhaosheng@zhongxi.cn

本科招生网：http://zhaosheng.zhongxi.cn

微信公众号：中央戏剧学院本科招生（二维码如右）

中央戏剧学院

2023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