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师范大学

2019 年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



目 录

一、学校简介................................................................................................1

二、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招生简章.................................................................2

三、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招生简章.....................................................................6

四、美术学类（师范）、设计学类专业招生简章................................................9

五、音乐学（师范）、音乐学（师范实验班）、舞蹈学（师范）专业招生简章...13



- 1 -

学校简介

南京师范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和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具有

116 年的办学历史。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南京师范大学名家大师辈出，文化底蕴

深厚。李瑞清、江谦、柳诒徵、郭秉文、李叔同、张士一、陶行知、陈鹤琴、吴

贻芳、孟宪承、杨贤江、徐悲鸿、高觉敷、罗家伦、潘玉良、张大千、唐圭璋、

傅抱石、陈邦杰、陈洪、吴作人、李旭旦、孙望等诸多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曾

在此主政或执教。目前更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在此潜心耕耘，教书育

人。

学校共有在职教职工 3117 人，专任教师 1915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602 人，

副高级职称 713 人。学校拥有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千人计划”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在内

的大批优质师资。学校学科门类齐全，已涉及哲、经、法、教、文、史、理、工、

农、医、管、艺等门类。

学校目前拥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5 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不

含一级学科覆盖）1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40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专业（不含一级学科覆盖）1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 1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19

个，本科招生专业（含专业类）78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1 个。在全国第四轮

学科评估中，2个学科获得 A，4个学科获得 A-，5 个学科获得 B+。6 个学科跻

身 ESI 全球前 1%。依托重点优势学科，学校拥有一批国家级、省部级重点科研

机构和社会服务平台。

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科历史悠久，是国内高等艺术教育的先驱。专业师资力

量雄厚，学位点众多，拥有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以及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

学、美术学、设计学等多个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及硕士学位授权点。2019

年面向全国部分省份招收艺术专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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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招生简章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设立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以悠

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先进的教育理念、博大的人文精神、良好的学风、创新

的机制、一流的师资、丰硕的教学与科研成果，跻身于全国高校同类院系前列，

是我国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学院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和戏剧与影视学等

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

科、戏剧与影视学江苏省重点学科。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课程体系建立在播音主持艺术、影视编导与制作及汉语

言文学三个实力雄厚的平台之上，以宽口径教学培养一专多能的高级复合型媒体

人才，多年来走出了一条专业基础扎实、文化特色显著、学界一致好评、业界广

泛认可的育才之路。众多毕业生在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浙江卫视、腾讯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等各大新闻媒体单位及主流门户网站工作。

（一）培养目标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培养具备播音主持、新闻采编、影视制作、创意策划和

文案写作等多学科的知识与能力，能在广电媒体、网络新媒体、影视公司、出版

发行机构、政府和企业宣传部门及其他单位从事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广播电视

节目策划与制作、广播电视新闻采访与编辑的高级复合型专门人才。

（二）招生计划

2019 年，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面向江苏省、山东省、安徽省、浙江省招收

本科生 30 名，学制 4年。

招生专业 招生省份 招生计划 专业考试形式

播音与主持艺术

江苏省 20
①参加南京师范大学单独组织的专业考试（校考）。

②如考生所在省份另有专业统考或联考，考生还须

参加所在省份的专业统考或联考且成绩合格。

山东省

10安徽省

浙江省

注：招生专业、计划以生源地所在省（市）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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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考条件

1.考生必须符合所在省份 2019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考试报名条件，体检

要求参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身体健康，五官端正，

形象气质好。

2.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需按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持报考所

需的证件，到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办理高考文化及艺术专业考试报名

手续，领取艺术专业考试的相关材料，并参加相关考试。

（四）报名流程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考试采用网上报名的形式。具体流程如下：

1.网上报名及缴费：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须登录阳光高考报名系统（网

址：https://gaokao.chsi.com.cn/zzbm），按要求进行网上报名和缴费，网报

及缴费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1 日-12 月 20 日。

2.网上选择考试时间及打印准考证：网报完成并缴费成功的考生请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 9:00－2019 年 1 月 7 日 17:00，登录阳光高考报名系统选择考试

时段。各考试时段采取先到先选原则，考试时段一经选择不得更改，已缴费逾期

未选时的考生，学校将随机安排至未选满的时段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不得更改。

选时后考生须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至考试结束前在考试报名系统中用 A4 纸自行

打印准考证。考生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准考证》按指定时间、地点参加考

试，逾期不予补考。

（五）专业考试

1．考试时间：2019 年 1 月（具体时间详见准考证）

2．考试地点：南京师范大学（具体地点详见准考证）

3．考试内容：

（1）指定稿件播报（随机抽题）

（2）话题评述（随机抽题，限 4分钟内完成。评述时不得带书面提纲）

（3）综合素质考查（随机抽题问答）

（4）才艺展示，在下列考试形式中任选一种：

http://add.njnu.edu.cn/，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考生在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须进行网上缴费(2015nian
http://add.njnu.edu.cn/，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考生在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须进行网上缴费(2015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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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器乐（自带）、舞蹈、小品、曲艺或声乐等（伴奏乐请用标准 MP3 格式作

为唯一文件存储进入普通 U盘，现场备有 MP3 播放器，提供 U盘中的 MP3 文件读

取，考生不可带入任何具有录放功能的电子产品）；

②朗诵自备文学作品（在诗歌、散文、童话、寓言、小说片段等形式中任选

一种，限时 2～3分钟）。

专业考试满分共计 300 分，其中指定稿件播报、话题评述、才艺展示满分各

为 90 分，综合素质考查满分为 30 分。

4．专业考试成绩及合格情况将于 2019 年 4 月底前公布，考生可通过阳光高

考报名系统（网址：https://gaokao.chsi.com.cn/zzbm）进行查询。

（六）文化考试

考生须按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参加 2019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

一考试。文化考试方案及科目均按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七）录取办法

对报考南京师范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高考文化分达到生源地所在省同

批次同类型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专业考试（校考）合格的进档考生（如考生

所在省份另有专业统考或联考，考生还须参加所在省份的专业统考或联考且成绩

合格），录取时将其高考文化分与校考专业分相加形成综合分，按照综合分从高

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综合分相同，则按高考文化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若高考文化分仍相同，则按语文、数学 2门科目的原始分之和从高到低的顺序择

优录取。

（八）相关说明

1.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考生生源地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关于 2019 年普

通高校艺术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考生生源地所在省招生主管

部门文件为准。

2.认可南京师范大学 2019 年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考试成绩的高校名单，以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和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公布的信息为准，请广大考生

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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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网址：http://bkzs.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咨询电话：(025)83598452、85891393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网址：http://wxy.njnu.edu.cn/

http://bkzs.njnu.edu.cn/
http://wxy.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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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招生简章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设立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在江苏高校同类院系中是办学历史最久、学科层次最高、专业设置最

全、硬件设施最好的一所二级学院。学院拥有江苏高校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点，新

闻学、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等三个学术型硕士点，新闻与传播、广播电视等两

个专业型硕士点。学院现有江苏省新闻人才培训中心、江苏省党委政府新闻发言

人培训基地、江苏省传媒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媒介与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大

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民国新闻史研究所等教

学科研机构。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教学和科研水平高，新闻学为国家首批特色专

业，新闻与传播类为江苏省重点专业。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以艺术学和文学为基础，广播、电视、电影为基本媒介平

台，着眼于媒介技术与艺术发展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前沿，培养从事广播、电视、

电影和新媒体音视频艺术的内容生产、评论及研究工作的专门人才。该专业在全

国具有较大影响力，毕业生活跃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

团）、东方卫视、灿星文化、远景影视等全国各大媒体和影视制作机构。

（一）培养目标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包括节目编导、影视导演、摄影与制作三个培养方向。该

专业强调理论与实践、艺术与技术的有机结合，突出对学生综合艺术素养、熟练

专业技能、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出色团队精神的培养，主要为各电视台、影视

公司、网络公司、广告公司等相关媒体输送电视节目、影视剧、网络节目与网络

剧、广告片的编导、摄影与制作、主持、策划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也为企事业单

位输送宣传推广人才。

（二）招生计划

2019 年，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面向江苏省、安徽省、四川省、浙江省招收本

科生 45 名，学制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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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招生专业、计划以生源地所在省（市）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为准。

（三）报考条件

1.考生必须符合所在省份 2019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考试报名条件，体检

要求参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身体健康，五官端正，

有志于从事广播电视相关专业工作。

2.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需按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持报考所

需的证件，到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办理高考文化及艺术专业考试报名

手续，领取艺术专业考试的相关材料，并参加相关考试。

（四）专业考试

考生须参加生源地所在省份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统考，具体考试安排详见

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

（五）文化考试

考生须按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参加 2019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

一考试。文化考试方案及科目均按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六）录取办法

对报考南京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高考文化分达到生源地所在省同批

次同类型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专业分（统考）达到生源地所在省最低录取控

制分数线的进档考生，录取时将其高考文化分与专业分（统考）相加形成综合分，

按照综合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综合分相同，则按高考文化分从高到低

招生专业 招生省份 招生计划 专业考试形式

广播电视编导

江苏省 36

参加生源地所在省的广播电视编

导专业统考

安徽省 3

四川省 文 2 理 1

浙江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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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序择优录取；若高考文化分仍相同，则按语文、数学 2门科目的原始分之和

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七）相关说明

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考生生源地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关于 2019 年普通

高校艺术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考生生源地所在省招生主管部

门文件为准。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网址：http://bkzs.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咨询电话：(025)83598525、85891023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站：http://xinchuan.njnu.edu.cn/

http://bkzs.njnu.edu.cn
http://xinchuan.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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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类（师范）、设计学类专业招生简章

美术学类（师范）、设计学类等专业设立在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南京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是全国高校同类院系中办学历史久、学科层次高、专业设置全、

硬件设施好的二级学院。学院现有美术学、设计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美术学、设计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美术学、设计学两个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权点。学院是国家首批艺术硕士专业学位（MFA）综合改革试点单位，

是“国家体育与艺术师资培养培训基地”。美术学是江苏省优势学科、重点学科，

省级品牌专业；美术学为省级重点专业。学院拥有一流的师资力量、完备的教学

设施和专业的教学环境，拥有 1000 平方米的独立美术馆，藏有 20 余万册的专业

书籍、画册。在 2017 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美术学一级学科全国排名第

5位，为 A类学科。

美术学类（师范）、设计学类等专业旨在培养具备较高人文素养的美术与设

计专业创作研究人才以及具备较强专业实践能力的美术教师教育人才。毕业生就

业升学率高，每年均有大批毕业生进入中国美院、清华美院、南京大学、复旦大

学、同济大学等艺术院校、“985”高校继续攻读研究生。众多毕业生进入全国

重点中学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百会装饰等知名企事业单位工作。

（一）培养目标

美术学院以培养具有全面的艺术素质、人文素质和复合型知识的优秀人才为

目标，通过理论教学与专业技能紧密关联的教研平台，培养基础扎实、具有较强

开拓能力和创作能力的美术创作、艺术设计、美术教育等领域的专门人才。

（二）招生计划

2019 年，美术学类（师范）、设计学类等专业面向江苏、黑龙江、河南、

浙江、山东、湖南、福建、山西、安徽、内蒙古等省份招收本科生 210 名，学制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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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招生专业、计划以生源地所在省（市）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为准。

（三）报考条件

1.考生必须符合所在省份 2019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考试报名条件，体检

要求参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具有一定艺术专长，

身体健康、无色盲，有志于从事美术、设计等相关专业工作。

2.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需按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持报考所

需的证件，到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办理高考文化及艺术专业考试报名

手续，领取艺术专业考试的相关材料，并参加相关考试。

（四）专业考试

1．江苏省考生报考说明

报考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类（师范）、设计学类等专业的江苏考生须参加江

苏省美术类专业统考。具体考试安排详见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信息。

2．江苏省外考生报考说明

江苏省外考生须参加所在省美术专业统考且成绩合格后，报考南京师范大学

单独组织的美术类专业考试（校考）。校考成绩合格后，可报考南京师范大学美

术学类（师范）、设计学类等专业，考生如未参加南京师范大学单独组织的美术

招生专业（类） 招生省份
招生计

划
专业考试形式 备注

美术学类（师范）

江苏

45

参加江苏省统考

含美术学（师范）、中国画（师

范）、绘画（师范）三个专业

设计学类 55
含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

品设计三个专业

美术学类（师范） 黑龙江、河南、

浙江、山东、湖

南、福建、山西、

安徽、内蒙古

55 ①参加南京师范大学单独

组织的专业考试（校考）

②考生须参加生源省美术

学统考且成绩合格

① 美术学类（师范）和设计学

类所含专业同上

② 各省招生计划数的分配将按

照各省参加南京师范大学校考

人数占校考学生总数的比例测

算后划定

设计学类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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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专业考试（校考），则不得填报。

考生本人按照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指定网站与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

网（网址：http://bkzs.njnu.edu.cn/）发布的各省份报名时间持本人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原件、所在省“准予参加 2019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通知”到南

京师范大学所设的江苏省外考点报名参加南京师范大学单独组织的专业考试（校

考），不接受函报。考生不得跨生源地省份参加考试，否则成绩无效。

江苏省外考点的具体考试时间及相关安排将在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指

定网站与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网址：http://bkzs.njnu.edu.cn/）另行公

布。

外省美术类专业考试（校考）安排如下：

①考试科目

A.素描（八开画纸，人物头像），考试时间为 3小时;

B.色彩（八开画纸，静物默写），考试时间为 3小时。

素描和色彩科目均为必考科目，专业总成绩满分为 300 分，其中，素描 150

分，色彩 150 分。

②专业考试（校考）成绩及合格情况将于 2019 年 4 月底前公布，考生可通

过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网址：http://bkzs.njnu.edu.cn/）查询。

（五）文化考试

考生须按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参加 2019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

一考试。文化考试方案及科目均按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六）录取办法

1.江苏省考生：对报考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类（师范）、设计学类专业，高

考文化分和专业分（统考）均达到江苏省同批次同类型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无色

盲的江苏省进档考生，录取时将按照高考文化总分与专业分（统考）相加而成的

综合分统一划定最低录取分数线，依据所报专业志愿的先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

综合分相同，则按专业分（统考）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专业分（统考）

仍相同，则按语文、数学 2门科目的原始分之和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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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苏省外考生：对报考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类（师范）、设计学类专业，

专业考试（校考）合格且高考文化分达到生源地所在省同批次同类型最低录取控

制分数线，且无色盲的江苏省外进档考生（考生须参加所在省专业统考或联考，

且成绩合格），录取时以其所在省份综合分统一划定最低录取分数线，按照考生

所报专业志愿的先后的顺序，择优录取。综合分（保留两位小数）计算公式为：

（考生高考文化分÷所在省份高考文化分满分）×60+（考生校考专业分÷该专

业校考满分）×40。若综合分相同，则按校考专业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若校考专业分仍相同，则按语文、数学、外语 3门科目的原始分之和从高到低的

顺序择优录取。

（七）大类招生专业选择办法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类（师范）、设计学类按照大类招生。美术学类（师范）

新生入学后即划分专业，美术学类（师范）按照美术学（师范）、中国画（师范）、

绘画（师范）3个专业培养学生，专业方向选择办法按照学生入校后的专业测试

分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结合学生填写的专业志愿申请，完成专业选择。设计学

类新生入学一年后划分专业，设计学类按照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

等 3个专业培养学生，专业选择办法按照学生入校后的专业测试分与一年级相关

专业基础课程成绩相加得分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结合学生填写的专业志愿申

请，完成专业选择。

（八）相关说明

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考生生源地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关于 2019 年普通

高校艺术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考生生源地所在省招生主管部

门文件为准。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网址：http://bkzs.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咨询电话：(025)85891768、85898122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网址：http://msxy.njnu.edu.cn/

http://msxy.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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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师范）、音乐学（师范实验班）、舞蹈学（师范）专业招生简章

音乐学（师范）、音乐学（师范实验班）、舞蹈学（师范）专业设立在南京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坐落于“东方最美丽的校园”——南

师大随园校区，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发祥地之一。学院凭借自身悠久的办学

历史、先进的教育理念、雄厚的师资力量、优良的教风学风、丰硕的科研成果、

一流的硬件设施，跻身全国同类高校院系前列。学院下设“九系两中心”：音乐

学系、作曲指挥系、音乐教育系、钢琴系、声乐系、音乐戏剧系、器乐系、舞蹈

系、钢琴调律与乐器修造系、继续教育中心、音乐实验实践中心。学院拥有一批

在社会及业界具有影响力的音乐家和优秀中青年学者，其中教授 11 人、副教授

33 人，博导 4人、硕导 54 人。学院拥有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博士与硕士学位

授权点和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形成了从本科教育到博士后

研究完整而成熟的高层次音乐人才培养体系。学院被确立为教育部“国家体育与

艺术师资培养培训基地”；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在教育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进入 B类，入选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学科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

项目；音乐学专业为江苏省“高等学校品牌特色专业”；舞蹈学专业的优秀原创

作品近年来多次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音乐学（师范）、音乐学（师

范实验班）、舞蹈学（师范）专业以音乐学院完整而成熟的艺术类人才培养体系

为依托，积极扩展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新渠道，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端

教研平台，着重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表演技能和创作能力。学院毕业生升学就

业率高。近年来有数十名毕业生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德国柏林音

乐学院、法国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等国内外一流音乐学院继续深造。众多毕业

生在国家大剧院、上海歌剧院、江苏歌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等全国知名的艺术

团体从事文化艺术实践与研究工作。

（一）培养目标

音乐学（师范）、音乐学（师范实验班）、舞蹈学（师范）专业致力于为社

会、高等学校和基础教育、艺术科研学术单位和演艺团体，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创新精神、综合人文艺术素养、高水平专业技能的音乐舞蹈表演编创人才、音乐

舞蹈师资和高层科研人才，为社会培养音乐教育家和音乐学家奠定基础。

http://music.njnu.edu.cn/cn/node/115
http://music.njnu.edu.cn/cn/node/115
http://music.njnu.edu.cn/cn/node/116
http://music.njnu.edu.cn/cn/node/2188
http://music.njnu.edu.cn/cn/node/118
http://music.njnu.edu.cn/cn/node/117
http://music.njnu.edu.cn/cn/node/2187
http://music.njnu.edu.cn/cn/node/119
http://music.njnu.edu.cn/cn/node/123
http://music.njnu.edu.cn/cn/node/123
http://music.njnu.edu.cn/cn/node/120
http://sjjx.njnu.edu.cn/yy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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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计划

2019 年，音乐学（师范）、音乐学（师范实验班）、舞蹈学（师范）等专

业面向全国部分省份招收本科生 150 名，学制 4年。

招生专业
招生
省份

招生
计划

专业考试形式 说明

音乐学（师范）

江苏 65

参加生源地所在省份的

音乐统考或联考。

1.湖南仅招收文科生，其他省份文

理不分。

2.四川省仅招收音乐学专业统考

考生。

3.内蒙招收器乐（钢琴、民族乐

器）、声乐考生，计划不分器乐（钢

琴、民乐）和声乐，统一根据音乐

省统考成绩由高到低择优录取。

4.上海考生须音乐类专业统考四

门成绩合格。

广东 5

湖南 5

安徽 5

浙江 5

上海 2

内蒙古 4

四川 4

音乐学（师范实验班） 江苏 25
音乐学（师范实验班）由中央音乐

学院支持办学。

舞蹈学（师范）

江苏 20 1.江苏考生须参加南京

师范大学单独组织的专业考

试（校考）。

2.四川、安徽、湖南考

生只须参加生源所在省份的

舞蹈学专业统考。

湖南仅招收文科生，其他省份文理

不分。

四川 4

安徽 3

湖南 3

注：①招生专业、计划以生源地所在省（市）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为准；

②音乐学（师范）、音乐学（师范实验班）入校后只提供钢琴、声乐、民族乐器方向教学。

（三）报考条件

1.考生必须符合所在省份 2019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考试报名条件，体检

要求参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身体健康，五官端正，

形象气质好。

2.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持报考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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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到省招生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办理高考文化及艺术专业考试报名手续，领

取 2019 年艺术专业考试通知书等相关材料，并参加相关考试。

（四）报名流程

舞蹈学（师范）专业单独考试（校考）（面向江苏考生）报名采用网上申

请的形式。具体流程如下：

1.网上报名及缴费：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舞蹈学考生，须登录阳光高考报名系

统（网址：https://gaokao.chsi.com.cn/zzbm），按要求进行网上报名和缴费，

网报及缴费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1 日-12 月 20 日（时间待定）。

2.网上选择考试时间及打印准考证：网报完成并缴费成功的考生请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 9:00－2019 年 1 月 7 日 17:00，登录阳光高考报名系统选择考试

时段。各考试时段采取先到先选原则，考试时段一经选择不得更改，已缴费逾期

未选时的考生，学校将随机安排至未选满的时段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不得更改。

选时后考生须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至考试结束前在考试报名系统中用 A4 纸自行

打印准考证。考生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准考证》按指定时间、地点参加考

试，逾期不予补考。

（五）专业考试

1．音乐学（师范）、音乐学（师范实验班）专业

考生需参加生源地所在省份的音乐专业省统考或联考，具体考试安排详见各

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

2．舞蹈学（师范）专业

（1）四川、安徽、湖南省考生只须参加生源省舞蹈学专业统考，具体考试安

排详见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

（2）江苏省考生须参加南京师范大学校考。

专业校考安排如下：

①考试时间：2019 年 1 月（具体时间详见准考证）

②考试地点：南京师范大学（具体地点详见准考证）。

③考试内容：

http://add.njnu.edu.cn/，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考生在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须进行网上缴费(2015nian
http://add.njnu.edu.cn/，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考生在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须进行网上缴费(2015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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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基本功测试（含形体展示、规定技术动作表现和自选技巧展示；基本

功测试要求穿芭袜连体服）。

B、舞蹈作品表演（舞蹈种类不限，时间 3分钟内；舞蹈作品表演服装自

备）。

C、即兴创作表演（现场出题，根据音乐要求即兴编创表演）。

舞蹈学（师范）专业考试满分共计 300 分，其中基本功测试 150 分、舞蹈

作品表演 100 分、即兴创作表演 50 分。

3．成绩公布及查询：音乐学类及舞蹈学专业统考或联考成绩由各省级招生主

管部门公布；舞蹈学（师范）专业校考考试成绩及合格情况将于 2019 年 4 月底

前由南京师范大学公布，考生可通过阳光高考报名系统（网址：

https://gaokao.chsi.com.cn/zzbm）查询。

（六）文化考试

考生须按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参加 2019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

一考试。文化考试方案及科目均按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七）录取办法

1. 对报考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师范）、音乐学（师范实验班）专业，且

高考文化分和专业分（统考）均达到江苏省同批次同类型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江苏省进档考生，录取时将按照江苏省音乐统考专业分统一划定最低录取分数

线，依据所报专业志愿的先后顺序择优录取；若专业分（统考）相同，则按高考

文化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高考文化分仍相同，则按语文、数学 2门科

目的原始分之和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2. 对报考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师范）专业，且高考文化分和专业分（统

考或联考）均达到考生生源地所在省同批次同类型最低控制分数线的浙江、广东、

湖南、安徽、内蒙古（只招收器乐（钢琴、民族乐器）、声乐考生）、四川、上

海等 7省进档考生，录取时将根据各省专业统考或联考的专业分从高到低的顺序

择优录取；若专业分（统考或联考）相同，则按高考文化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

录取；若高考文化分仍相同，则按语文、数学、外语 3门科目的原始分之和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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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3．江苏考生报考南京师范大学舞蹈学（师范）专业，专业考试（校考）合

格，且高考文化分达到江苏省同批次同类型最低控制分数线，进档后，学校录取

时将根据专业分（校考）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专业分（校考）相同，则

按高考文化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4.四川、安徽、湖南考生报考南京师范大学舞蹈学（师范）专业，高考文

化分和舞蹈学专业统考分均达到生源所在省同批次同类型最低控制分数线，进档

后，学校录取时根据舞蹈学专业成绩（统考）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专业

分（统考）相同，则按高考文化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八）关于音乐学（师范实验班）的说明

音乐学（师范实验班）学制为 4年，旨在培养新型的学校音乐教育实践与研

究人才。实验班课程体系依据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

教育理念、教学大纲、教学内容进行教学工作。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的“学

校音乐教育新体系”引进目前世界上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三大先进音乐教育体

系（达尔克罗兹、奥尔夫、柯达伊），探索出了一条融合国际先进音乐教育理念

与方法的中国特色音乐教育之路。学生进入“新体系”实验班，除了能够系统地

学习世界先进的音乐教育方法外，在本科学习过程中还有机会通过选拔等形式赴

中央音乐学院或国外相关音乐学院短期交流学习。

（九）相关说明

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关于 2019 年普通高校艺

术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为准。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网址：http://bkzs.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咨询电话：(025)83598436、83598093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网址：http://music.njnu.edu.cn/

http://bkzs.njnu.edu.cn/
http://music.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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