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 院 专   业 考试时间

1月15日上午8:30-10:30

1月15日下午13:30-15:30

1月16日上午8:30-11:00

1月16日下午13:30-16:30

1月17日上午8:30-11:30

1月17日下午13:30-16:30

1月15日、16日、17日

（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晚间18:00-22:00）

1月19日、21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1月20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晚间18:00-22:00）

1月19日、20日、21日

（上午8:30-11:30/下午12:30-17:30/晚间：18:30-20:30）

1月19日晚间19:00-21:00（具体结束时间以听音考试放音结束为准）

古筝、琵琶、中阮、

扬琴、古琴

1月15日、16日、17日

（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晚间18:00-20:00）

二胡、唢呐、竹笛、

民乐低音

1月15日、16日、17日

（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1月19日、20日、21日

（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1月19日、20日、21日

（上午8:30-11:30/下午12:30-17:30/晚间：18:30-20:30）

1月19日晚间19:00-21:00（具体结束时间以听音考试放音结束为准）

复试：演奏

复试：视唱

复试：基本乐理、听音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声乐演唱）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8日8: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8日8:00-16:00

初试：演唱、面试

复试：演唱

复试：视唱

复试：基本乐理、听音

音乐表演（中国乐器演奏）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8日8: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8日8:00-16:00

初试：演奏、

      面试

美术、设计、传

媒、影视、工业

设计学院

美术设计类专业[外省考生]，即：

绘画、中国画、雕塑、公共艺术、环境设计、视觉传

达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艺术与科技、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摄影、动画、数字媒体艺术

素描

色彩

命题创作

设计学院、

苏州工艺美术职

业技术学院

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与苏工艺联合培养4+0项目）[江苏考生]

线描

装饰设计

         南京艺术学院2019年本科招生校内考点各专业考试时间安排

考试科目

美术学院 书法学

楷书、行书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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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专   业 考试时间

         南京艺术学院2019年本科招生校内考点各专业考试时间安排

考试科目

管乐器、打击乐器
1月15日、16日、17日

（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弦乐器
1月15日、16日

（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管乐器、打击乐器
1月19日、20日

（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弦乐器 1月21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1月19日、20日、21日

（上午8:30-11:30/下午12:30-17:30/晚间：18:30-20:30）

1月19日晚间19:00-21:00（具体结束时间以听音考试放音结束为准）

1月15日、16日、17日

（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晚间18:00-20:00）

1月19日、21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1月20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晚间18:00-20:00）

1月19日、20日、21日

（上午8:30-11:30/下午12:30-17:30/晚间：18:30-20:30）

1月19日晚间19:00-21:00（具体结束时间以听音考试放音结束为准）

1月15日、16日、17日

（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晚间18:00-22:00）

1月19日、21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1月20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晚间18:00-20:00）

1月21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1月19日、20日、21日

（上午8:30-11:30/下午12:30-17:30/晚间：18:30-20:30）

1月19日晚间19:00-21:00（具体结束时间以听音考试放音结束为准）

音乐表演（音乐剧）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8日8: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8日8:00-16:00

初试：演唱、带表演的朗诵

复试：演唱、即兴表演与问答

复试：舞蹈展示

复试：视唱

复试：基本乐理、听音

复试：视唱

复试：基本乐理、听音

音乐表演（钢琴与键盘乐器演奏）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8日8: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8日8:00-16:00

初试：演奏、面试

复试：演奏

复试：视唱

复试：基本乐理、听音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管弦与打击乐器演奏）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8日8: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8日8:00-16:00

初试：演奏、

      面试

复试：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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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专   业 考试时间

         南京艺术学院2019年本科招生校内考点各专业考试时间安排

考试科目

1月16日上午8:30-10:30

1月16日上午10:40-13:40

1月16日下午14:40-17:40

1月17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晚间18:00-21:00）

1月15日、17日

（上午8:30-11:30/下午12:30-17:30/晚间18:30-20:30）

1月19日晚间19:00-21:00（具体结束时间以听音考试放音结束为准）

1月15日、16日

（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1月17日晚间18:30-20:30

1月15日、16、17日

（上午8:30-11:30/下午12:30-17:30/晚间18:30-20:30）

1月19日晚间19:00-21:00（具体结束时间以听音考试放音结束为准）

1月15日、17日、18日、20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晚间18:00-22:00）；

1月16、19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1月15日、17日、18日、20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晚间18:00-22:00）；

1月16、19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1月15日、17日、18日、20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晚间18:00-22:00）；

1月16、19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1月16日晚间18:30-20:00

1月15日、16日、17日、18日

（上午8:30-11:30/下午12:30-17:30/晚间18:30-20:30）

1月19日晚间19:00-21:00（具体结束时间以听音考试放音结束为准）

音乐学（师范）[外省考生]

主项：演唱

副项：演奏

主项：其他器乐演奏

副项：演唱

主项：钢琴演奏

副项：演唱

音乐基础知识

视唱

基本乐理、听音

音乐学

演奏与口试

音乐学基础知识与文论写作

视唱

基本乐理、听音

音乐学院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计算机作曲）

歌曲写作

和声

器乐曲写作

器乐演奏与面试

视唱

基本乐理、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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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专   业 考试时间

         南京艺术学院2019年本科招生校内考点各专业考试时间安排

考试科目

1月15日、16日

(上午 08:30-11:30/下午 13:00-17:30/晚上18:30-21:30)

1月19日(上午 08:30-11:30/下午 13:00-17:30）；

1月20、21日(上午 08:30-11:30/下午 13:00-17:30/晚上18:30-21:30)

1月21日（上午8:30-11:30/下午12:30-17:30/晚间：18:30-20:30）

1月19日晚间19:00-21:00（具体结束时间以听音考试放音结束为准）

1月15日（上午 08:30-11:30/下午 13:00-17:30/晚上18:30-21:30）；

1月16日上午 08:30-11:30

1月19日（上午 08:30-11:30/下午 13:00-17:30）；

1月20、21日（上午 08:30-11:30/下午 13:00-17:30/晚上18:30-21:30）

1月21日（上午8:30-11:30/下午12:30-17:30/晚间：18:30-20:30）

1月19日晚间19:00-21:00（具体结束时间以听音考试放音结束为准）

复试：演奏、视奏与即兴

复试：视唱

复试：基本乐理、听音

流行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流行音乐演唱）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8日8: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8日8:00-12:00

初试：演唱、面试

复试：演唱、才艺展示、舞蹈

复试：视唱

复试：基本乐理、听音

音乐表演（流行音乐演奏）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8日8: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8日8:00-12:00

初试：音阶琶音、乐曲1首、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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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1月15日、16日（上午 08:30-11:30/下午 13:00-17:30/晚上18:30-21:30）；

1月17日（上午 08:30-11:30）

1月19日上午08:30-11:30

1月21日（上午8:30-11:30/下午12:30-17:30/晚间：18:30-20:30）

1月19日晚间19:00-21:00（具体结束时间以听音考试放音结束为准）

1月15日、16日

（上午 08:30-11:30/下午 13:00-17:30/晚上18:30-21:30）

1月20日晚上18:30-21:00

1月19日、21日（上午 08:30-11:30/下午 13:00-17:30/晚上18:30-21:30）；

1月20日（上午 08:30-11:30/下午 13:00-17:30）

1月15日、16日

（上午 08:30-11:30/下午 13:00-17:30/晚上18:30-21:30）

1月19日（上午 08:30-11:30/下午 14:30-18:00）

1月19日下午12:30-14:30

音乐学（音乐传播）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8日8: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8日8:00-12:00

初试：面试、才艺展示

复试：文论写作、专业测试

复试：面试

音乐学（乐器修造）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8日上午8: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8日8:00-12:00

初试：才艺展示、面试

复试：专业能力面试

复试：听力测试、专业基础测试

流行音乐学院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流行音乐创作）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8日8: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8日8:00-12:00

初试：面试、动机即兴发展

复试：和声、歌曲写作

复试：视唱

复试：基本乐理、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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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艺术学院2019年本科招生校内考点各专业考试时间安排

考试科目

1月12日-1月19日

（上午8:30-11:00/下午13:00-17:00/晚上18:30-20:30）

1月20日-1月22日

（上午8:30-11:00/下午13:00-17:00/晚上18:30-20:30）

1月23日-1月24日

（上午8:30-11:00/下午13:00-17:00/晚上18:30-20:30）

1月12日-1月19日

（上午8:30-11:00/下午13:00-17:00/晚上18:30-20:30）

1月20日-1月22日

（上午8:30-11:00/下午13:00-17:00/晚上18:30-20:30）

1月23日-1月24日

（上午8:30-11:00/下午13:00-17:00/晚上18:30-20:30）

1月12日-1月17日

（上午8:30-11:00/下午13:00-17:00/晚上18:30-20:30）

1月19日9:30-11:30

1月21日-1月22日

（上午8:30-11:00/下午13:00-17:00/晚上18:30-20:30）

1月12日-1月20日

（上午8:30-11:00/下午13:00-17:00/晚上18:30-20:30）

1月22日9:00-12:00

1月12日-1月20日

（上午8:30-11:00/下午13:00-17:00/晚上18:30-20:30）

1月22日14:00-16:30

戏剧影视文学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 1月21日10: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 1月21日10:00-1月21日18:00

初试：自我介绍、专业素质口试

复试：叙事散文写作、编写故事

戏剧影视文学（影视策划与制片）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 1月21日9: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 1月21日9:00-1月21日18:00

初试：自我介绍、专业素质口试

复试：笔试综合素质测试、笔试项目策

划案写作

复试二：新闻播报、新闻评述

戏剧影视导演

公布复试一名单时间：1月18日9:00

办理复试一手续时间：1月18日9:00-18:00

公布复试二名单时间：1月21日8:30

办理复试二手续时间：1月21日8:30-1月22日10:00

初试：自我介绍、朗诵、命题集体小品

复试一：笔试（命题写作）

复试二：面试、才艺展示、表演（命题

小品）

影视学院

表演

公布复试一名单时间：1月19日20:30

办理复试一手续时间：1月19日20:30-1月21日14:00

公布复试二名单时间：1月22日20:30

办理复试二手续时间：1月22日20:30-1月24日13:00

初试：自我介绍、朗诵、演唱

复试一：表演、形体展示

复试二：表演、形体展示、演唱、朗诵

播音与主持艺术

公布复试一名单时间：1月20日8:30

办理复试一手续时间：1月20日8:30-1月22日9:00

公布复试二名单时间：1月22日20:30

办理复试二手续时间：1月22日20:30-1月24日10:00

初试：自我介绍、朗诵、演唱

复试一：看图说话、形体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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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9:00-19:00；1月13日9:00-19:00

1月17日9:00-19:00

古典舞 1月14日9:00-19:00；1月15日9:00-17:00

民间舞 1月12日9:00-19:00；1月13日9:00-19:00

昆舞  1月14日9:00-19:00；1月15日9:00-17:00

国标舞 1月12日9:00-19:00；1月13日9:00-19:00

古典舞 1月19日9:00-19:00

民间舞 1月16日9:00-19:00

昆舞  1月20日16:00-19:00

国标舞 1月20日9:00-12:00

舞蹈学院

舞蹈编导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4日15: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4日15:00-1月16日15：00

初试：

①剧目表演（要求：自选学习剧目或自

编剧目展现，时间1分钟内，不穿演出服

装，不带妆）

②技术技巧能力测试（要求：自选3种技

术技巧展示，无需连接动作）

复试：

①音乐编舞：现场抽取音乐，在40分钟

内进行独立构思与编舞，表演时要求主

题清晰、个性鲜明，时间2分30秒

②命题即兴（现场抽取命题，完成符合

命题即兴表演）

舞蹈表演：

古典舞方向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5日20: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5日20:00-1月18日15：00

民间舞方向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4日15: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4日15:00-1月15日15：00

昆舞方向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5日20: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5日20:00-1月19日15：00

国标舞方向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4日15: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4日15:00-1月19日15：00

初试：

①基本功能力测试（古典/民间/昆舞：

软开度、跳转翻能力测试；国标：软开

度、芭蕾舞步与控制测试）

②即兴表演（要求与音乐风格相统一、

节奏合拍、思维敏捷、想象丰富，国标

随机听音乐即兴摩登或拉丁）

复试：

①剧目表演:古典或民间或国标（三选

一，1分钟以内，国标自备舞伴，自备音

乐，跳主攻摩登或拉丁剧目）

②组合表演，四选一（古典：技巧组

合，自备音乐/民间：风格或技巧组合，

自备音乐/昆舞：技巧组合，自备音乐/

国标：国标单人摩登或拉丁组合，与剧

目表演不同方向的国标组合，自备音

乐）

备注：

剧目表演中不包含以下作品：《钟馗》

、《济公》、《孔乙己》、《爱莲说》

、《罗敷行》、《点绛唇》、《书痴》

、《赞哈》、《佤族风格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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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1月14日9:00-19:00；

1月15日9:00-17:00

1月18日9:00-19:00

1月12日9:00-19:00；

1月13日9:00-19:00

1月20日12:00-16:00

1月21日9:00-11:00

1月15-1月17日

（上午9:00-12:00/下午13:30-18:30）

1月20日下午13:30-16:30

1月12-1月14日

（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

1月20日上午8:30-11:30

1月12-1月14日

（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

1月18日上午8:30-10:00

1月18日下午13:30-16:00

复试：音响听辨、声学常识

复试：命题写作

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含中美双向交流项目）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8日上午8: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8日8：00-17:00

初试：自我介绍、回答考官提问、综合

素质展示

复试：分镜头改编、运用材料写作

影视摄影与制作（含中美双向交流项目）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6日上午8: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6日8：00-17:00

初试：自我介绍、回答考官提问、综合

素质展示

复试：镜头语言分析、主题短片创意

录音艺术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5日上午8: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5日8：00-17:00

初试：面试、演唱与演奏

舞蹈学院

舞蹈学（师范）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5日20: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5日20:00-1月17日15:00

初试：

①软开度能力测试

②技术技巧组合（无需音乐）

③口试

复试：

①说课测试（要求：紧扣題目，动作讲

解清晰、教学步骤准确，动作示范规

范，时间1分钟以内)

②舞蹈组合测试(要求：可自编组合或学

演，长度1分30秒以内)

舞蹈学

公布复试名单时间：1月14日15:00

办理复试手续时间：1月14日15:00-1月19日15：00

初试：

①软开度能力测试

②口试

复试：

①剧目表演(自选，2分钟以内)

②动作模仿

复试：

③笔试（根据舞蹈作品，进行舞蹈作品

评论，时间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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