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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戏剧学院 2021 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校考安排（现场考试阶段）

根据目前整体疫情防控形势，结合学校专业特点和人才选拔、培养实际需要，经研究，我校 2021 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校考终试（含

美术与设计学类复试和三试）将于 3 月下旬进行，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到校参加现场考试，考试内容与《上海戏剧学院 2021 年本科招

生简章（艺术类校考专业）》（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版）所公布的内容相一致，具体考试安排和相关防疫要求如下：

一、考试时间、地点、内容

专业

（招考方向）

考试时间

(现场考试阶段)
考试地点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表演

（戏剧影视）
每位考生的具体考试时

间段将于3月 6日 10:00

以后公布，考生可登录我

校本科网上报名系统

（ bm.sta.edu.cn ） 或

“上戏招生”微信公众

号查询，请考生务必严格

按照所查询到的考试时

间到校参加现场考试，未

按时参加考试者将被视

为自动放弃考试。

上海戏剧学院

华山路校区

上海市静安区

华山路 630 号

三试：

1.表演测试：对考生进行表演综合考查（包括语言、声音、形体展示）；

2.面试。

考生一律穿深色紧身练功服（无花色、无图案、无

字母）和舞蹈鞋，不允许着裙装，不允许着演出服，

不允许化妆，不允许戴美瞳，不佩戴眼镜，需束发，

无刘海遮挡额头。

表演

（音乐剧）

三试：

1.演唱：自备一首有别于初试、复试演唱过的英文百老汇音乐剧曲目。

考生必须自带纸质五线谱伴奏谱（考场配有钢琴伴奏）；

2.舞蹈：自备形体技巧展示；即兴形体模仿；

3.语言：自备两段念白台词

（1）阿瑟·米勒话剧《萨拉姆女巫》中任选一段念白；

（2）曹禺话剧《北京人》中任选一段念白；

4.表演：即兴小品；

5.英文个人介绍及现场口语交流测试；

6.乐理、视唱练耳：乐理、模唱音程、视唱乐谱（两升、两降）。

1.三试的演唱科目，考生必须自带纸质五线谱伴奏

谱，考场配有钢琴伴奏；

2.考生一律穿纯色紧身练功服（无花色、无图案、

无字母）、舞蹈鞋或运动鞋（平底鞋）参加考试，

不允许穿演出服，不允许化妆，不允许戴美瞳，不

佩戴眼镜。

戏剧影视导演

三试：

1.命题编讲故事；

2.综合面试。

1.考生一律穿平底鞋参加考试，不允许化妆，不允

许着裙装，不允许戴美瞳；

2.考试时不可使用伴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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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招考方向）

考试时间

(现场考试阶段)
考试地点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绘画
复试：3 月 26 日

三试：3 月 28 日

上海戏剧学院

昌林路校区

上海市闵行区

昌林路 800 号

复试：

素描：1.人物全身速写；2.人物半身像素描写生。

三试：

1.色彩画：人物半身像色彩写生

2.综合面试

注：绘画专业素描考试时长共 360 分钟，色彩画考试时长共 300 分

钟。

1.绘画专业考试由学校统一提供画架、画板；

2.考生不得使用定画液，不得携带专业参考资料（如

画册、图片、专业书籍等）；

3.考生须自备充满电的无线便携式吹风机；

4.因考试时间较长，请考生自备干粮。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舞台设计）

复试：3 月 27 日

三试：3 月 28 日

复试：

1.素描

2.色彩画

三试：

1.命题创作

2.综合面试

1.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戏剧影视美术

设计（灯光设计）、戏剧影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

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动画专业中“素描、色彩

画、命题创作”科目统一考试；

2.素描科目仅限使用黑色的铅笔、炭笔、橡皮；

3.色彩画、命题创作科目仅限使用水彩、水粉、丙

烯；

4.画架、画板均自备，仅限使用简易金属三角画架，

不得使用定画液，不得携带专业参考资料（如画册、

图片、专业书籍等）；

5.考生须自备充满电的无线便携式吹风机。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灯光设计）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服装与化妆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复试：

1.素描

2.色彩画

三试：

1.命题创作

2.综合面试
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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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招考方向）

考试时间

(现场考试阶段)
考试地点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播音与主持艺术

每位考生的具体考试时

间段将于 3月 6日 10:00

以后公布，考生可登录我

校本科网上报名系统

（ bm.sta.edu.cn ） 或

“上戏招生”微信公众

号查询，请考生务必严格

按照所查询到的考试时

间到校参加现场考试，未

按时参加考试者将被视

为自动放弃考试。

上海戏剧学院

华山路校区

上海市静安区

华山路 630 号

三试：主持能力测试

1.考生一律不允许化妆，不允许戴美瞳，不佩戴眼

镜、不佩戴首饰，不允许穿演出服，需束发，无刘

海，露出完整清晰的脸部；

2.着装得体，便于考试，不得穿长裙，考生一律穿

平底鞋，不得穿高跟鞋（包括内增高）。

表演（京剧）

上海戏剧学院

莲花路校区

上海市闵行区

莲花路 211 号

复试：剧目片段
1.自行选择本行当剧目片段，一般不得超过10分钟；

2.考场提供乐队伴奏。

表演

（戏曲音乐）

A、京剧器乐：

复试：

1.器乐演奏（自备，不可重复初试内容）；

注：①复试演奏时间一般不超过 6分钟；

②除京昆打击乐由我校配备伴奏人员以外，其他乐器种类不配

备伴奏人员参加；

2.视唱、视奏测试（抽签）；

注：京昆打击乐考生视奏环节与演员程式化表演动作进行配合。

3.板式（抽签）。

注：京昆打击乐考生唢呐曲牌抽签。

B、民族器乐：

复试：

1.器乐演奏（自备，不可重复初试内容）；

注：复试演奏时间一般不超过 6分钟；不配备伴奏人员参加。

2.视奏（抽签）；

3.乐理（笔试）；

4.视唱练耳测试：

（1）五线谱视唱（口试）：一个升降号以内的各种调式；

（2）练耳（笔试）：音程、和弦、节奏、旋律的正确听记。

1.京昆打击乐（板鼓、大锣、铙钹、小锣）由我校

配备伴奏人员；

2.其他乐器种类不配备伴奏人员参加。

表演（木偶）

上海戏剧学院

华山路校区

上海市静安区

华山路 630 号

三试：

1.物体戏剧表演：表演时长不少于 3分钟；

2.面试。

1.考生一律穿穿纯色紧身练功服（无花色、无图案、

无字母）、舞蹈鞋或运动鞋（平底鞋）；不允许化

妆，不允许戴美瞳，不佩戴眼镜；不允许穿演出服；

2.考试时不可使用伴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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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考类考生（不含美术与设计学类考生）注意事项：

1.缴费平台将于 2021 年 3 月 6 日 10:00 开放，请进入终试的考生及时登录上海戏剧学院本科网上报名系统（bm.sta.edu.cn）缴

纳 100 元终试费，并查看具体考试时间段。各专业开考前一小时为缴费截止时间，逾时未缴费者视为弃考。请考生自行登录我校本科

网上报名系统下载并打印专业准考证（“本科网上报名系统”→“报考信息”-“准考证下载区”）。

2.每位考生的具体考试时间段将于 2021 年 3 月 6 日 10:00 以后公布，考生可登录我校本科网上报名系统（bm.sta.edu.cn）或“上

戏招生”微信公众号查询，请考生务必严格按照所查询到的考试时间到校参加现场考试，未按时参加考试者将被视为自动放弃考试。

专业

（招考方向）

考试时间

(现场考试阶段)
考试地点 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

舞蹈表演

（芭蕾舞）
每位考生的具体考试时

间段将于3月 6日 10:00

以后公布，考生可登录我

校本科网上报名系统

（ bm.sta.edu.cn ） 或

“上戏招生”微信公众

号查询，请考生务必严格

按照所查询到的考试时

间到校参加现场考试，未

按时参加考试者将被视

为自动放弃考试。

上海戏剧学院

虹桥路校区

上海市长宁区

虹桥路 1674 号

三试：

1.基本功；

2.剧目表演（古典芭蕾）：自备音乐伴奏（仅限 U盘）；

3.剧目表演（现代舞）：自备音乐伴奏（仅限 U 盘），时长 2 分钟

以内。

1.服装要求：男生着白色紧身背心、紧身白袜套；

女生着体操服、裤袜，剧目表演可着表演服装；

2.考生自备舞蹈伴奏音乐，仅限 U盘存储，且 U盘

内仅考试伴奏音乐一个文件；

3.所有考生均不得化浓妆。

舞蹈表演

（中国舞）

三试：

1.基本功；

2.中国古典舞剧目表演：自备音乐伴奏（仅限 U盘），时长 3分钟

以内；

3.中国民族民间舞剧目表演：自备音乐伴奏（仅限 U盘），时长 3

分钟以内。

1.服装要求：男生着紧身背心、紧身裤；女生着体

操服、白裤袜；剧目表演可着表演服装；

2.考生自备舞蹈伴奏音乐，仅限 U 盘存储，且 U 盘

内仅考试伴奏音乐一个文件；

3.所有考生均不得化浓妆。

舞蹈编导

三试：

1.音乐即兴；

2.造型连接；

3.命题编舞；

4.创作阐述。

1.服装要求：着紧身练功服；

2.所有考生均不得化浓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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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与设计学类考生注意事项：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绘画、数字媒体艺

术、动画专业预计于 2021 年 3 月 9 日 20:00 前公布初选结果，届时，考生可登录我校本科网上报名系统（bm.sta.edu.cn）进行查询。

初选合格的考生须缴纳 100 元复试费，开考前一小时为缴费截止时间，逾时未缴费者视为弃考。准考证下载等相关事宜请持续关注本

科招生网的相关公告（zs.sta.edu.cn）。

二、防疫要求

考生进入学校前须接受体温检测并出示以下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上戏专业准考证；

2.本人“健康码”（必须为绿码）、行程码；

3.本人 7天内（含 7天）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4.填写完整的《2021 年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类专业校考考生考试安全承诺书》（请考生自行下载打印附件，由本人填写并签名）；

（以上 4项材料不齐的考生不予进校参加考试）

5.由于个人原因，无法准时参加考试者，视为弃考。因突发疫情等不可抗力原因，无法准时参加考试者，经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后，另行处理；

6.考试当天，请考生预留足够的时间配合考点工作人员进行入场防疫安全检查，送考家长及其他陪同人员一律不得入校；

7.考生须自备口罩，除核验身份时须按要求摘下口罩外，报到及候考期间应当全程佩戴口罩。考试过程中可不用佩戴口罩；

8.若疫情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国家、上海市最新疫情防控要求，考试时间和方式会做相应调整。

上海戏剧学院招生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3 日

附件：《2021 年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类专业校考考生考试安全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