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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上海戏剧学院春季考试招生自主测试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2023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

试点方案>的通知》（沪教委学〔2022〕52号）、《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印

发<2023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考院高招

〔2022〕31号）等相关文件精神，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精心

组织、严格管理、规范操作”的要求，特制订如下实施方案。 

二、招生专业及计划 

戏剧影视文学：4名，学制四年。 

表演（戏剧影视）：5名，学制四年。 

艺术管理：14名，学制四年。 

绘画：9名，学制四年。 

动画：3名，学制四年。 

数字媒体艺术：4名，学制四年。 

共计 6个专业，计划总数 39人。 

三、院校招生管理机构 

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学校春季招生工作，指导具体实施，讨论决定

学校春季招生中的重大事项。学校招生办公室是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

构，负责学校春季招生录取过程中各环节具体工作。学校纪委、监察处是招生

工作纪检监察机构，全程监督招生录取工作，确保招生录取公平公正。 

四、考生报考条件 

报名参加 2023 年上海市春季高考的考生。 

五、专业资格考试 

我校仅在表演（戏剧影视）、绘画、动画、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设置专业资

格考试，其他专业暂不设置。欲报考表演（戏剧影视）、绘画、动画、数字媒

体艺术专业的考生须先参加该考试，资格考试合格者方可填报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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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业资格考试报名 

1.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时间： 

2023年 2月 1日 09:00 - 2月 5日 15:00 

2.资格考试报名入口：“上戏招生”微信公众号（关注 “上戏招生”微信

公众号→菜单栏选择“本科报名”，页面将自动跳转至“上海戏剧学院本科报

名系统”小程序→选择“上海春招”→按提示完成后续网上报名流程） 

(二) 专业资格考试安排 

专业资格考试时间：见下表 

2023年上海戏剧学院春季考试专业资格考试时间安排 

考试日期 专业 考试形式 报到时间 考试时间 

2月 8 日 绘画 笔试 7:45 
08:30-9:30（速写） 

9:40-13:40（素描） 

2月 8 日 表演（戏剧影视） 面试 13:15 14:00 开始 

2月 9 日 动画、数字媒体艺术 笔试 
8:45 09:30-12:30（素描） 

13:15 13:30-16:30（色彩画） 

专业资格考试地点：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 630号） 

考生凭本人《2023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

（包括居民身份证、有照片的社保卡、驾驶证、护照、军人证，电子身份证不

作为考试入场有效证件使用），按照相应科目考试报到时间至上海戏剧学院报

到（报到地点为华山路 630号，延安西路 355 号校门届时将关闭，不予通

行），并接受身份验证等入场检查，具体考试地点将在考点内进行公布。 

(三) 专业资格考试内容（满分 100分） 

1. 表演（戏剧影视）专业（100分） 

（1）自备台词：故事、小说、散文或寓言均可； 

（2）自备歌曲：民歌、美声、通俗、音乐剧或歌剧唱段均可； 

（3）自备形体：舞蹈、体操、武术或形体表演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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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考生须穿深色紧身练功服和舞蹈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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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允许使用伴奏音乐、不允许使用道具。 

2. 绘画专业 

（1）速写（30 分）：人物速写（铅笔、炭笔均可），半开画纸内完成，

考试时长 60分钟； 

（2）素描（70 分）：人物素描（铅笔、炭笔均可），半开画纸，考试时

长 240分钟。 

注： 

（1） 考试期间考生不得离开考场，干粮自备； 

（2） 画架、画板、凳子、画纸/画布均由学校统一准备，其余用品须自

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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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画纸必须用可撕下的美纹纸胶带粘裱四边，四周留 1厘米左右空

白，以保持卷面平整； 

（5） 考生不得在规定区域以外的任何位置签名或书写文字，画纸/画布

正反面不得用线条、明暗、色彩等任何形式做违反考试要求的形象标

记，不得毁坏或污损试卷，不得私自变动贴纸位置，否则按违规处

理。 

3. 动画、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1）素描（50 分）：根据考试题目进行单色绘画，4开画纸，考试时长 3

小时； 

（2）色彩画（50分）：根据考试题目进行色彩绘画。4开画纸，考试时长

3小时。 

注： 

（1） 若考生兼报专业为动画与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专业资格考试只考一

次，成绩互认； 

（2） 素描、色彩画科目为动画专业与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统一考试； 

（3） 素描科目仅限使用黑色的铅笔、炭笔、橡皮； 

（4） 色彩画科目仅限使用水彩、水粉、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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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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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画纸必须用可撕下的美纹纸胶带粘裱四边，四周留 1厘米左右空

白，以保持卷面平整； 

（7） 考生不得在规定区域以外的任何位置签名或书写文字，画纸/画布

正反面不得用线条、明暗、色彩等任何形式做违反考试要求的形象标

记，不得毁坏或污损试卷，不得私自变动贴纸位置，否则按违规处

理； 

（8） 考生须自备充满电的无线便携式吹风机。 

六、院校自主测试 

1.自主测试手续办理时间：2 月 16日 9:00-2月 17 日 15:00 

达到我校自主测试入围资格线的考生须于 2 月 16 日 9:00-2 月 17 日 15:00

至“上戏招生”微信公众号完成办理自主测试相关手续。请关注“上戏招生”微

信公众号→菜单栏选择“本科报名”，页面将自动跳转至“上海戏剧学院本科报

名系统”小程序→选择“上海春招”→完成信息填写流程（注意选择自主测试时

间）。其中，表演（戏剧影视）、绘画、动画、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考生必须为

专业资格考试合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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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主测试时间： 

2023年上海戏剧学院春季考试招生自主测试时间安排 

考试日期 专业 考试形式 报到时间 考试时间 

2.25/2.26 戏剧影视文学 

笔试 8:30 09:00-11:30 

面试 13:00 13:30 开始 

2.25/2.26 表演（戏剧影视） 面试 8:30 09:00 开始 

2.25/2.26 艺术管理 

笔试 8:30 09:00-10:30 

面试 13:00 13:30 开始 

2.25/2.26 绘画 笔试 8:30 09:00-13:00 

2.25/2.26 动画、数字媒体艺术 

笔试 8:30 09:00-12:00 

面试 13:00 13:30 开始 

我校各专业自主测试考试时间为 2月 25 日或 2月 26日，请考生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任选其中一日进行考试，各专业自主测试结束时间以试卷要求或实际

考试进程为准。 

3.自主测试地点：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 630号） 

考生凭本人《2023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

（包括居民身份证、有照片的社保卡、驾驶证、护照、军人证，电子身份证不

作为考试入场有效证件使用），按照相应科目考试报到时间至上海戏剧学院报

到（报到地点为华山路 630号，延安西路 355 号校门届时将关闭，不予通

行），并接受身份验证等入场检查，具体考试地点将在考点内进行公布。 

4.自主测试内容（满分 150分）： 

（1）戏剧影视文学 

科目：专业素质综合测试（对考生的散文、故事写作能力以及在戏剧与影

视学、艺术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储备进行综合考查），采取面试（75分）

和笔试（75分，考试时长 150分钟）相结合的方式。考生若缺考我校戏剧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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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专业自主测试，则相应测试成绩按零分计入春考总分，并参与后续录取排

序。 

（2）表演（戏剧影视） 

科目：专业素质综合测试（对考生的声乐、台词、形体、表演进行综合考

查） 

考试科目要求： 

1）声乐：考生自备歌曲一段，民歌、美声、通俗、音乐剧或歌剧片段

均可，建议考生准备能够充分展现个人嗓音条件的曲目； 

2）台词：自备故事、散文、寓言等材料一段； 

3）形体：自备舞蹈、体操、武术、形体表演等； 

4）表演科目考试形式为命题即兴表演。此外，声乐、台词、形体亦另

有即兴考核形式。 

注：考生须穿深色紧身练功服和舞蹈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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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允许使用伴奏音乐、不允许使用道具。 

（3）艺术管理 

科目：艺术管理专业素质综合测试采取面试（75分）和笔试（75分，考试

时长 90 分钟）相结合的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对艺术的热情与兴趣，以及在多学

科领域所应具有的丰富的知识面和持续学习的能力、基础的阅读与写作能力、

有效的沟通与协调能力。考生若缺考我校艺术管理专业自主测试，则相应测试

成绩按零分计入春考总分，并参与后续录取排序。 

（4）绘画 

科目：绘画专业自主测试为笔试。笔试科目为色彩。主要考查考生对于色

彩的感受和对于色彩普遍规律、色调等色彩关系的认知与掌握能力，以及运用

色彩塑造形象、用色彩表达主题与情感的绘画综合能力。 

绘画专业自主测试测试笔试考试要求如下： 

考试内容：色彩(150分) 

考试时长：240分钟 

考试要求：颜料统一用丙烯(自备)；画布由学校统一提供(画布尺

寸： 60cm*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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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考试期间考生不得离开考场，干粮自备； 

（2） 色彩科目仅限使用丙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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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架、画板、凳子、画纸/画布均由学校统一准备，其余用品须自

备； 

（4） 画纸必须用可撕下的美纹纸胶带粘裱四边，四周留 1厘米左右空

白，以保持卷面平整； 

（5） 考生不得在规定区域以外的任何位置签名或书写文字，画纸/画布

正反面不得用线条、明暗、色彩等任何形式做违反考试要求的形象标

记，不得毁坏或污损试卷，不得私自变动贴纸位置，否则按违规处

理。 

（5）动画、数字媒体艺术 

1) 命题创作（75分）：根据考试题目进行绘画创作，4开画纸，考试

时长 3小时； 

2) 综合面试（75分）：根据考生情况即兴问答。 

① 视听艺术分析：考生通过看图片（摄影作品、影像作品、绘

画作品等视觉图片）进行主题或风格表述，考查考生的艺术想象力，

以及对于视觉艺术和媒体艺术作品的理解力。 

② 综合知识测试：以广泛的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常识、计算机

与网络知识等题目，考查考生的综合知识面以及了解考生艺术特长。 

注： 

（1） 若考生兼报专业为动画与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则自主测试统一考

试，考试只考一次，成绩互认； 

（2） 命题创作科目仅限使用水彩、水粉、丙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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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画纸必须用可撕下的美纹纸胶带粘裱四边，四周留 1厘米左右空

白，以保持卷面平整； 

（5） 考生不得在规定区域以外的任何位置签名或书写文字，画纸/画布

正反面不得用线条、明暗、色彩等任何形式做违反考试要求的形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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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得毁坏或污损试卷，不得私自变动贴纸位置，否则按违规处

理； 

（6） 考生须自备充满电的无线便携式吹风机。 

以上科目的测试结束时间以试卷要求或实际考试进程为准，测试地点均在

上海戏剧学院华山路校区，具体按照上级部门对于防疫工作的要求执行，如有

调整，以最新公告为准。 

5.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使用 

我校在 2023年春季招生中继续参考使用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考试

正式开始之前，工作人员将隐去考生个人基本信息的考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提

供给考委组，考委组查阅考生综评信息，并以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身心健康

与艺术修养等作为观测点给予评价。对有“不诚信”“不道德”和“违法违

纪”行为记录的考生，实行“一票否决制”。 

若考生无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请考生务必于 2023年 1月 31日 15:00 前将

本人高中阶段各类获奖证书扫描件及其他相关材料（如个人自我介绍、参加公

益活动或文艺活动相关材料等）合并为一个 PDF文件发送至上戏招生办邮箱

shxjzsb@126.com，邮件主题请以“2023春招+综评材料补交+身份证号码+考生

姓名”命名。待招办收到邮件之后，将会于工作时间回复邮件。若考生发送邮

件后，在 2023年 2 月 20日前仍未收到招办邮件回复，请立即于工作时间致电

021-62488077，51768377 咨询确认。 

七、其他相关要求 

1.考场和候考室 

考场和候考室均为全程录像录音的标准化教室，招办在纪委全程监督下进

行考生考试顺序随机抽签，考试当天考生按照该顺序依次进行考试，考试过程

刻盘保存备查。 

2.考委产生 

考委名单在学校纪委、监察处的监督下从考委库中随机抽签产生，所有考

委均须签订《上海戏剧学院招生考试承诺书》，并参加考前培训。考试期间，

考试区域实行封闭管理，考委和考务人员的手机关机并交由专人统一保管。 

3.执行回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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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上海戏剧学院招生工作纪律守则》《上海戏剧学院招生工作人

员执行回避的规定》等制度，如遇特殊情况考委可主动提出回避，也可根据考

生合理要求进行回避，缺额由候补考委代替。 

4.为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加考试，提醒考生注意以下事项： 

(1) 考生务必严格按照在我校招生网“本科网上报名系统”办理自主测试相

关手续时所选考试时间参加考试，一经选定，不再予以更改。请考生准

时报到并参加考试，各科目开考 15 分钟后禁止进入考点考试。 

(2) 考生在出门前务必再次确认证件是否齐备，须凭《2023年上海市普通

高校春季考试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有照片的社

保卡、驾驶证、护照、军人证，电子身份证不作为考试入场有效证件使

用）进入考点。严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涂改液、修正带、

蓝牙耳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 

(3) 送考家长及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不得在学校门口聚集。考生进

入我校后须沿固定路线进入考场所在区域。考试结束后，沿原路线即刻

离开学校，不得进入非考场区域或在校内逗留。 

(4) 考生须自觉遵守考场规则，诚信考试。警惕网上虚假信息，保护自身利

益，勿存侥幸心理。如有违规、违法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严肃处理。 

(5) 所有科目的结束时间以试卷要求或实际考试进程为准，测试地点为上海

戏剧学院华山路校区，具体防疫要求按照上级部门对于防疫工作的要求

执行，考试时间、方式、地点等如有调整，以最新公告为准。 

 

上海戏剧学院招生办公室 

2023 年 1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