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艺术学概论》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艺术学概论 

考试代码：701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1、本门考试考查的是考生对艺术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的掌握情况，是否掌

握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艺术批评的一般性规律，且能指导其观察艺术创作的批

评实践。 

2、要求考生答题时按题型审题答题，知识、概念准确，层次清楚，字迹清

晰，无错字病句，有较好的文字表述能力。 

 

二、考试内容 

（一）艺术总论 

1、艺术的本质；2、特征和艺术的起源；3、艺术的功能与艺术教育；4、

文化系统中的艺术（哲学、宗教、科学对艺术的影响）。 

（二）艺术种类 

1、实用艺术（建筑艺术的象征性特征、中西园林审美特征）；2、造型艺

术（中西绘画审美特征异同、雕塑的审美特征、书法的审美特征）；3、表情艺

术（音乐的种类、艺术舞蹈的分类、表情艺术的审美特征）；4、综合艺术（戏

剧艺术及其独特的审美特征、电影艺术的审美特征和镜头语言）；5、语言艺术

（语言艺术的间接性的审美特征）。 

（三）艺术系统 

1、艺术创作（艺术家的艺术才能与文化修养、艺术创作过程、形象思维的

涵义及其特征、无意识对艺术创作或表演的作用、艺术风格的涵义、具体表现及

其形成的条件、艺术流派的涵义及其形成的不同情况、艺术思潮的涵义、“后现

代主义思潮”；2、艺术作品（艺术作品的层次）、典型的涵义及其特征、意境

的涵义及其特征、典型与意境的区别；3、中国美学与中国艺术的基本理论（儒



家美学，如礼乐观、中和为美、兴观群怨、温柔敦厚、诗言志等；道家美学，如

大巧若拙、大象无形、天籁之音、物我两忘等；佛教美学的色空观；历代艺术理

论，如观物取象、诗缘情、以形写神、气韵生动、味外之旨、穷而后工、能妙神

逸、虚实互藏、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4、艺术鉴赏（艺术鉴赏的重要意义、

艺术批评的类型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艺术基本理论、接受美学、形式主义、文化

研究思潮、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艺术批评理论） 

 

三、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主要包括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等。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曲式与作品分析、和声学》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曲式与作品分析、和声学》 

考试代码：702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曲式与作品分析》要求考生对其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内容有一个全

面的掌握，并能综合运用该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分析各种曲式结构现象。该门考试，

主要考察应试者掌握和运用曲式与作品分析基本理论知识的情况和能力。 《和

声分析》要求学生对其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内容有一个全面的掌握，并能

综合运用其理论和知识，分析出各种类型的和声现象。通过考试，主要考察考生

运用和声学基本理论知识进行分析的能力。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一）《曲式与作品分析》部分  

    分析一首完整的音乐作品，包括整体结构与次级结构、全曲的调性布局，画

出结构图式，并用文字予以描述。乐段与一段曲式、二段曲式、三段曲式、三段

五段曲式、三部曲式、三部五部曲式、变奏曲式、回旋曲式等均在考核目标范围

之内。  

（二）《和声分析》部分  

分析指定段落或全曲的和声，要求准确标记调性、和弦，有转调需标明转调

过程（共同和弦、转调和弦）。正三和弦、副三和弦、属七和弦、导七和弦、副

七和弦、属九和弦、重属和弦、重属七和弦、重属导七和弦、变和弦、增六和弦、

那波里六和弦、离调和弦、大小调交替和弦、附加六度、转调以及各种和弦外音、

持续音等均在考核目标范围之内。  

三、考试题型及答题要求  

（一）分析一首钢琴作品（90 分）。  

要求：  

1、 画出整体结构图式。  



2、 确定该曲的整体结构名称。 

3、 对结构各部分进行详细分析并写出分析报告（包括各部分的曲式结构、调性布

局、主题及其发展手法、音乐表现等方面的分析）。  

 

（二）对钢琴作品进行和声分析（60分）。  

要求：  

在乐谱上标明调性及和弦级数。  

 

（以上考试题型及分值比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曲式与作品分析、和声分析》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曲式与作品分析、和声分析           

考试代码：703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曲式与作品分析》要求考生对其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内容有一个全

面的掌握，并能综合运用该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分析各种曲式结构现象。该门考试，

主要考察应试者掌握和运用曲式与作品分析基本理论知识的情况和能力。 《和

声分析》要求学生对其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内容有一个全面的掌握，并能

综合运用其理论和知识，分析出各种类型的和声现象。通过考试，主要考察考生

运用和声学基本理论知识进行分析的能力。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一）《曲式与作品分析》部分  

   分析一首完整的音乐作品，包括整体结构与次级结构、全曲的调性布局，画

出结构图式，并用文字予以描述。乐段与一段曲式、二段曲式、三段曲式、三段

五段曲式、二部曲式、三部曲式、三部五部曲式、变奏曲式、回旋曲式、奏鸣曲

式、回旋奏鸣曲式等均在考核目标范围之内。  

（二）《和声分析》部分  

  分析指定段落或全曲的和声，要求准确标记调性、和弦、和弦外音（需标明类

别），有转调需标明转调过程（共同和弦、转调和弦）。正三和弦、副三和弦、属

七和弦、导七和弦、副七和弦、属九和弦、重属和弦、重属七和弦、重属导七和

弦、变和弦、增六和弦、那波里六和弦、离调和弦、大小调交替和弦、附加六度、

转调以及各种和弦外音、持续音等均在考核目标范围之内。  

三、考试题型及答题要求  

（一）分析一首钢琴作品（90 分）。  

要求：  

1、画出整体结构图式。  



2、确定该曲的整体结构名称。 

3、 对结构各部分进行详细分析并写出分析报告（包括各部分的曲式结构、调性

布局、主题及其发展手法、音乐表现等方面的分析）。  

 

（二）对钢琴作品进行和声分析（60 分）。  

要求：  

在乐谱上标明调性及和弦级数。 

 

（以上考试题型及分值比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中外舞蹈史》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中外舞蹈史 

考试代码：704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内容 

《中外舞蹈史》是一门基础性理论学科，是广西艺术学院舞蹈专业硕士研究

生公共课考试主要内容之一。 

该科目要求考生对《中外舞蹈史》的基础知识、基本内容有较全面且深入的

了解，考核范围包括中国古代舞蹈史，中国近现当代舞蹈史及外国芭蕾舞史、现

代舞史，重点考核不同历史时期的舞蹈文化史实，舞蹈文化现象，舞蹈家及其创

作、风格有清晰认识。 

该考试科目主要考察考生对中外舞蹈史的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考察其

是否具备进一步提高舞蹈专业水平和学历层次的理论基础 

 

二、考试题型 

试题类型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入学初试 

《中外戏剧基础》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中外戏剧基础 

考试代码：705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内容 

中外戏剧基础是戏剧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考试科目，是考察考生对中外戏剧历

史与理论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了解考生对基本知识的运用能力，以及运用基本

的戏剧历史和理论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是考察学生是否具备了从事本专业硕士

阶段学习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并对考生的研究和创作潜力进行考察。本大纲的制

订既强调了戏剧学学科的艺术性与系统性，又考虑到大学本科文学史教材中的相

关内容。要求考生对作为艺术的戏剧学的基本概念、戏剧发展的历史走向有全面

的掌握，并具有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分析实际问题、从事戏剧评论写作能力。本科

目涵盖了中国戏曲史、中国话剧史、欧洲戏剧史、戏剧戏曲理论等方面的内容，

并成开放式考察，鼓励考生对当下的戏剧发展状况进行关注，鼓励考生进行有独

特见解的论述和答题。 

 

二、考试题型 

题型主要包括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传播学综合知识》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传播学综合知识 

考试代码：706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本考试科目内容涉及传播学学科的基本知识，是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设各

研究方向的基础学科之一，主要考察应试者掌握和运用传播学的基本观点、理论、

知识的情况和能力。传播学综合知识要求考生对传播学以及新闻传播领域相关的

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内容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掌握，能综合运用其中的理论

和知识，观察与分析各种传播现象。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说明：考生应掌握相关知识的核心内容，关注传播学领域的热点事件，扩

充知识面并灵活运用知识。 

  一、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 

   二、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 

  三、人类传播的符号与意义 

   四、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五、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 

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 

七、大众传播 

  八、传播媒介的性质与作用 

  九、大众传播的受众 

十、传播效果研究 

    十一、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 

十二、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 



  十三、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 

  十四、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 

 

三、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主要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问答题、应用分析题等。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中国美术史 1》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中国美术史 1 

考试代码：707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中国美术史是一门基础性理论学科，主要涉及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以及各朝

各代美术流派、绘画风格、绘画理论、主要画家、重要的传世绘画作品以及建筑

艺术和佛教艺术等。时间范围覆盖中国古代美术、近现代美术和当代美术。 

本科目考试目的：（1）综合考察学生对中国美术的产生与发展的认识程度；

（2）对各时期的美术观念和代表人物、 代表作品的了解程度；（3）能否从美

术发展与文化观念演变的角度认识中国美术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段。  

本科目考试要求：（1）考生对中国美术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内

容有全面而深入的掌握；（2）要求考生具有较高的理解能力以及分析艺术作品、

艺术现象的能力；（3）此外，还应对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状况有基本

的了解，对本学科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关注。 

二、考试内容 

 1 填空题部分主要涉及对重要美术史实的识记；2．名词解释部分： 画家/

作品；流派/社团；理论/技术的专门术语和重点概念。 3．简答题： 命题范围

广泛，涉及内容全面、考察详细具体，时代从史前到近现代乃至当代，领域从绘

画、雕塑、 建筑到工艺，均有涉猎。 3．论述题：涉及内容全面、考察详细具

体，侧重于从形式分析、文化研究的角度考察考生对具体画家、绘画作品、书籍

或雕塑建筑、工艺的了解程度和比较分析能力；同时考察考生分析阐释重要美术

现象和美术问题的能力以及对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状况和研究方法的了解程度。 

三、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主要有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形式。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中国美术史 2》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中国美术史 2 

考试代码：708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中国美术史是一门基础性理论学科，是中国画专业研究生必须掌握的理论知

识。要求考生对中国美术史上各个时期的代表画家、代表作品、绘画流派、绘画

风格、绘画理论等有一个全面的掌握。该门考试，主要考察应试者对本门课程的

知识点的把握能力、理解能力以及分析艺术作品的能力。 

原始时期：陶器、岩画 

夏商周：青铜器、帛画 

秦汉：画像石、画像砖、兵马俑、帛画 

魏晋南北朝：代表画家、代表作品、艺术风格，艺术理论著作 

隋唐五代：代表画家、代表作品、艺术风格，艺术理论著作，艺术流派 

宋元：代表画家、代表作品、艺术风格，艺术理论著作，艺术流派 

明清：代表画家、代表作品、艺术风格，艺术理论著作，艺术流派 

 

 

二、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主要有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形式。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设计史》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设计史 

考试代码：710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的基本内容 

《设计史》是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本课程考试的内容包括：现代

设计的发展历程与现状，现代设计教育进程，设计与艺术、科技、经济的关系用

史例论述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时代背景、代表人物以及风格特点；新艺术运动产

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各国不同的特色，比较新艺术运动与工艺美术运动；装饰艺

术运动的时代性、发展因素、代表作品；现代主义萌起的时代背景及现代主义的

内容与实质，荷兰风格派运动、俄国构成主义设计运动、德国工业同盟以及包豪

斯的产生、发展过程及贡献，战后各国设计发展的经济、文化背景、发展特色、

经典作品及代表人物，美国工业设计的兴起和代表人物、意大利、北欧、日本的

设计文化与风格特点；波普运动表达的设计文化；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和代表人物

设计风格等。 

二、考试基本题型 

题型主要包括填空、简答、论述等。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中国书法史》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中国书法史 

考试代码：711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中国书法史是高等书法教育学科中一门重要的基础性史论课程，主要研究中

国书法艺术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各朝各代书法流派，包括文字与书体演变、书法

风格及代表书法家、经典传世书法名作等。要求考生对《中国书法史》的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基本内容有一个全面的掌握。该门考试主要考察应试者对本门课

程的知识点的把握能力、理解能力以及分析艺术作品的能力。 

二、考试的范围（依据中国书法史的艺术发展中轴线展开） 

（一）  先秦书法 

西周金文书法艺术特点，《甲骨文》、《石鼓文》文字学和书体常识，及其他代表

性的书法作品艺术特点 。 

（二）  秦汉书法 

秦小篆和两汉隶书，及其代表作的艺术特点 

（三） 魏、晋、南北朝书法 

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和“魏碑”书法特点，及重要书法艺术理论著作 

（四）隋、唐、五代书法 

隋碑、唐代书法、五代书法及其重要书法家， 

（五） 宋、辽、金书法 

两宋主要的书法家、重要的书法艺术理论著作、作品以及艺术特点 

（六） 元代美术 

赵孟頫书学及元代书法家作品 

（七） 明代书法 

“吴门书派”与“华亭书派” ，明代后期追求个性的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书法 

（八） 清代书法 

清代“帖学”与“碑学” 的重要书法艺术理论，代表行、草书书法家及其作品和代

表篆、隶书书法家及其作品 

三、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主要包括名词解释、简答和论述等。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中外影视基础知识》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中外影视基础知识 

考试代码：713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内容 

中外影视基础知识是电影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基础理论考试科目，主要考察

考生对中外电影史、中外电视剧史的理论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考试内容主要包

括：1、中外电影的基本概念；中外电影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中外电影重要的

运动和流派 ；中外电影重要的导演及作品 ；中外电影主要电影类型、风格 ；

当代中国及世界电影重要创作现象 。2、中外电视的基本概念、类别、类型；中

外电视剧发展历程及现状 ；当代中国及世界电视重要创作现象；3、影视传播的

基本概念、重要理论和研究方法；影视传播的内容、功能与效果；影视传播的形

态、过程与接受。  

二、考试题型 

题型主要包括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艺术史》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艺术史 

考试代码：801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1、本门考试考查的是考生对艺术史，尤其中国美术史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基本知识的了解程度，考察考生分析我国美术史和近现代重要音乐文化现象的能

力。 

2、要求考生答题时按题型审题答题，知识、概念准确，层次清楚，字迹清

晰，无错字病句，有较好的文字表述能力。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一）中国音乐史的复习内容 

1、先秦的音乐（六代乐舞、《诗经》、楚辞、《成相篇》；先秦的乐器及乐律；

先秦诸子的音乐思想） 

2、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音乐（乐府、相和歌、清商乐；古琴音乐；嵇康

的音乐思想） 

3、隋唐五代的音乐（音乐机构、唐大曲；中外音乐交流；记谱法） 

4、宋辽金元的音乐（姜白石及其音乐；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音乐文献） 

5、明清的音乐（弹词、传奇、四大声腔、皮黄腔、西安鼓乐、《豀山琴况》；

歌舞音乐； 

6、中华民国时期的音乐（西洋音乐的传人、学堂乐歌、传统音乐发展概况；

重要作曲家音乐创作风格及成就；音乐美学观点、歌剧音乐及音乐教育发展简况） 

7、建国后的音乐舞蹈（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仿古乐舞

《丝路花雨》） 

（二）中国美术史部分 



1、新石器到秦汉美术（夏商周青铜器、甲骨文、金文，秦代陶塑、汉代石

雕、汉代帛画、汉代画像石、画像砖） 

4、两晋南北朝美术（谢赫“六法”、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龙门石窟艺术） 

5、隋唐五代美术（隋唐画家与传世作品、五代画家与传世作品、唐代书法、

唐三彩、敦煌石窟艺术） 

6、宋辽金元美术（宋辽金元的山水画、宋辽金元的花鸟画、宋辽金元的人

物画） 

7、明清美术（明清的山水、花鸟、人物画，海西画派） 

8、近现代至当代美术（海派绘画、岭南画派，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

林风眠的历史作用和地位、20 世纪左翼美术运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建国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观、八五新潮、漓江画派、中国

当代艺术） 

 

三、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主要包括简答题、论述题等。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中外音乐史 1》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中外音乐史 1 

考试代码：802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察重点：①各个历史时期的音乐发展基本概况。其共性特征所反映在乐

器、乐舞、音乐作品、音乐理论、音乐文献、音乐思想、音乐机构、音乐社团、

记谱法、音乐交流、音乐教育、音乐流派、代表性音乐家等物、事、人的方面的

相关知识点和社会、文化背景。②在了解各个历史时期代表性音乐家的创作特

征及其经典作品的基础上，部分作品应对其音响有过听赏体验、或对乐谱有所阅

看。③某种音乐体裁/题材/音乐风格/音乐思想的历史发展之雏形、成熟、后续

影响等基本过程或概貌应有所了解。④历史人物、事件、物件的历史评价。 

二、考试范围 

西方音乐史：①古希腊和古罗马音乐；②中世纪音乐；③“新艺术与文艺复

兴时期的音乐；④巴洛克时期的音乐；⑤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⑥浪漫主义时期

的音乐；⑦20 世纪音乐。  

中国音乐史： 

古代音乐史（远古至 1840）：①远古先秦音乐；②秦汉魏晋南北朝音乐；③

隋唐音乐；④宋元音乐；⑤明清音乐。 

近现代音乐史（1840-1949）：①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音乐的新发展；②西洋

音乐文化的传入及中国新音乐的萌芽；③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初期建设；④“救

亡抗日”时期的中国新音乐；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的中国新音乐；⑥20

世纪 40 年代“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中国音乐；⑦20 世纪 40 年代“边区”

和“解放区”的音乐；⑧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思想和理论研究。  

三、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主要包括：填空、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等。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中外音乐史 2》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中外音乐史 2 

考试代码：803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内容 

西方音乐史考试内容：①古希腊和古罗马音乐；②中世纪音乐；③“新艺术

与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④巴洛克时期的音乐；⑤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⑥浪漫

主义时期的音乐；⑦20 世纪音乐。 

中国音乐史考试内容：一、古代音乐史：①远古先秦音乐；②秦汉魏晋南北

朝音乐；③隋唐音乐；④宋元音乐；⑤明清音乐。二、近现代音乐史：①鸦片战

争后中国传统音乐的新发展；②西洋音乐文化的传入及中国新音乐的萌芽；③中

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初期建设；④“救亡抗日”时期的中国新音乐；⑤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影响下的中国新音乐；⑥20 世纪 40 年代“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中

国音乐；⑦20 世纪 40 年代“边区”和“解放区”的音乐；⑧民主革命时期的音

乐思想和理论研究。 

二、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主要包括：填空、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等。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舞蹈基础理论与作品分析》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舞蹈基础理论与作品分析 

考试代码：804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内容 

《舞蹈基础理论与作品分析》是广西艺术学院舞蹈专业硕士研究生公共课考

试主要内容之一。要求考生对舞蹈的基础知识、舞蹈基本理论及中国民间舞蹈文

化相关知识有全面了解。重点要求考生要掌握舞蹈理论相关的基本概念，并具备

一定的舞蹈作品鉴赏和批评能力，能对舞蹈文化现象，舞蹈作品的创作特点、风

格有清晰地认知。该门考试主要考察应试者掌握舞蹈基本理论知识的情况和是否

具备对舞蹈作品的分析和理解能力。 

 

二、考试题型 

题型主要包括名词解释、问答题及舞蹈作品分析等。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入学初试 

《作品分析》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作品分析 

考试代码：805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内容 

《作品分析》是一门结合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考察科目。既考查考生对戏剧基

本理论掌握程度又考查考生综合论述和实际应用能力。本科目以戏剧基本理论和

戏剧美学为基础，考察考生综合写作能力。要求考生系统地掌握戏剧的基础知识

点，和对基本内容的全面了解，对戏剧艺术的特性、具体戏剧作品的内容与形式

创作的独特理解和对戏剧规律的分析和掌握，能用相关理论进行独自的分析并进

行缜密、流畅的论述和写作。本科目考试要求考生根据给定材料的戏剧影视作品，

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围绕给定的材料进行分析和论述，要求能言之成文，行文流

畅，逻辑严密，能自圆其说。鼓励考生进行独特思考和独创性写作。 

二、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主要包括：分析题和论述题等。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新闻综合知识》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新闻综合知识 

考试代码：806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内容 

《新闻综合知识》考试大纲适用于报考广西艺术学院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硕

士研究生入学初试。《新闻综合知识》分三部分内容：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

闻史。 

新闻理论的考试内容包括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新闻传播的基本

规律；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阐述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性质功能以及新闻

自由调控；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 

新闻业务的考试内容包括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

策划以及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具体新闻业务实践知识，以及具有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新闻史的考试内容包括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两部分。其中，中国新闻史

部分要求熟悉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整体脉络，掌握各个时期的主要新闻媒体、新

闻机构、著名新闻工作者、重大新闻活动与新闻现象的历史概况，内容涵盖古代

的邸报、小报和京报；近代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近代国人的办报主张和办报活

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新闻工作；国共合作时期的新闻工作；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的新闻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新闻传播工作等。 

外国新闻史部分则考查考生对世界各国不同新闻传播事业生成与发展历史

的了解程度，以达到借鉴外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优秀经验的目的。 

二、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主要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分析题等题型。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艺术基础理论》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艺术基础理论 

考试代码：807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的目的与要求 

该科目是艺术类大学本科阶段的基础性理论学科，参考书也是艺术院校普遍

采用的教材。通过该科目的考试，主要以测试考生对艺术学中基本理论、概念、

问题等知识的了解与掌握，以保证该考生具有本科程度的艺术理论素养，促进其

艺术实践与创作水平的提高。 

    主要知识点包括：艺术的本质与特征、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功能与教育、文

化系统中的艺术、艺术的种类、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鉴赏、艺术流派、艺

术风格等相关的艺术理论知识。 

 

二、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主要有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形式。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影视作品评论》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影视作品评论 

考试代码：813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内容 

《影视作品评论》是电影学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考察科

目。主要考察考生对影视批评原理与方法的掌握，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与知

识分析和评论影视艺术作品的能力，尤其注重检验考生的问题意识、创新思维、

逻辑思路和语言表达等基本功和综合写作能力。本科目考试要求考生根据给定的

影视作品材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进行分析和论述，要求观点清晰，逻辑严密，

行文通顺，语言流畅。 

二、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主要包括：分析题和论述题等。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考试代码：334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旨在选拔培养高层次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综合

能力考试内容主要包括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两个领域的相关理论知识，主要测试

考生对新闻传播业务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和运用能力，要求考生能

够运用这些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上编：广播电视学  

（一）电视新闻采写  

1.电视新闻的媒介特征；2.电视新闻采访；  

3.电视消息类新闻写作 

（二）电视节目策划与编导  

1.电视解说词写作；2.电视栏目创意与策划 

（三）视听语言  

1.构图；2.场面调度；3.镜头组接；4.蒙太奇；5.节奏；6.声音  

下篇：广告学  

（四）广告基本原理  

1.广告学的的营销学原理；2.广告的传播学原理； 

3.广告与公共关系学的联系；4.广告的消费心理学原理  

（五）广告运作规律 

1.广告活动的一般规律；2.广告公司的运作规律； 

3.广告策划的主要内容和程序  



（六）广告信息 

1.广告主题；2.广告创意  

（七）数字时代的营销与传播 

1.互联网社会与数字营销传播；2.数字营销传播的策划、创意与表达； 

3.数字营销传播效果；4.数字营销方法  

 

三、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主要包括案例分析题、写作题等。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广西艺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考试代码：440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旨在检测考生对新闻传播史论的识记、理解和融会

贯通的能力。考试内容包括新闻本源、新闻真实、新闻价值、舆论监督、舆论导

向、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传播类型、媒介技术与媒介组织、受众、传播效果

理论以及中外新闻传播史等，要求考生理解人类传播的演进规律，能够运用新闻

传播学的概念、理论分析和解释新闻传播现象。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上编：新闻学理论  

（一）新闻本源  

1.新闻的起源；2.新闻的本源；3.新闻的定义；4.新闻的特征  

（二）新闻真实  

1.客观性原则；2. 影响新闻真实的因素  

（三）新闻价值  

1.新闻价值要素；2.新闻的价值判断；3.新闻的价值实现  

（四）新闻舆论 

1.舆论导向；2.舆论监督  

中编：传播学理论  

（五）传播的过程模式与系统结构  

1.传播的基本过程；2.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  

（六）传播的类型  

1.人内传播；2.人际传播；3.群体传播；4.组织传播；5.大众传播  



（七）媒介技术与媒介组织  

1.英尼斯与麦克卢汉；2.媒介组织的性质和社会作用  

（八）符号与意义  

1.符号的作用；2.意义交流；3.象征性社会互动  

（九）受众  

1.主要的受众观；2.“使用与满足”理论  

（十）传播效果理论  

1.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演进；2.主要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  

下编：中外新闻传播史  

（十一）世界新闻传播的历史演进  

1.人类传播的历史分期；2.大众化报刊的崛起  

3.通讯社的出现；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报刊思想  

5.黄色新闻的泛滥  

（十二）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  

1.帝国晚期的新闻事业  

2.民国时期的新闻事业  

3.共和国时代的新闻事业  

 

三、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主要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 

（以上考试题型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考试试卷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