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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玉林师范学院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 
 

玉林师范学院是一所具有 70多年办学历史的公办普通本科院

校，坐落在广西东南部的千年古城玉林市。校园绿树成荫，湖水

翠碧，依山傍水，环境优美，是求学深造的好地方。 

学校有东、西两个校区，校园占地面积约 1800亩，教学仪器

设备总值近亿元，馆藏文献总量达 190多万册，有一批依托学校

建设的重点科研平台和实验实训基地。现有教职工 1303人，其中

专任教师 987人，正高职称 113人，具有博士学位 204人、硕士

学位 565 人，具有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 67人。学校年均就

业率均保持在 90%以上，连续多年荣获“全区普通高等学校就业工

作先进集体”。 

学校设有音乐舞蹈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等 16个二级学院，

学科涵盖了经济学、艺术学等 10大门类，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8000

人。 

2019年学校面向全国 24个省（市、自治区）招生，其中艺术

类专业面向 10个省招生。欢迎报考！ 

音乐舞蹈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设有音乐学和舞蹈学 2 个师范类本科专业，现

有教职工 52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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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2人、硕士 17 人，目前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963 人。聘请了多

名国内外著名的音乐表演家、舞蹈教育家为客座教授。 

学院注重教师教学和科研能力提高取得了比较丰硕成果，近

年来荣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项，广西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二等奖 1 项，《音乐课程与教学论》被确立为广西教师教育精品课

程，多门课程分别被评为地方精品课程、优质课程和特色课程。

近三年来，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60项，出版教材与专著 10

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专业刊物上发表了 200 多篇学术论文；

每年均有不少论文、艺术作品、多媒体课件在国家级和省级比赛

中获奖。 

学院坚持狠抓师生艺术实践与教学实践平台的建设，努力为

学生提供良好的教学实践条件。现建有音乐舞蹈技能综合实训中

心 1 个，包含 229 间琴房、5间舞蹈教室、3 个电钢琴教室，另外，

还拥有 1 个多功能演艺厅，专业教学实践的场所面积达到 10000

多平方米。目前拥有 183台钢琴、120 多台电钢琴以及一大批民族、

西洋乐器等价值 1000多万元的教学设备。在校外建有玉林市玉州

区实验三小、容县中学等 15 个艺术教育实习基地，秀水村等 4个

桂东南民间艺术实践基地以及广西歌舞剧院、玉林演艺有限公司

等 9 个校企合作基地。近年来，该院 2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综艺频

道，5次登上广西电视台，拥有较好的社会影响力。此外，该院还

积极组织师生参加各类艺术专业竞赛活动，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80

余项，如：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舞蹈二等奖、论文一等奖；中国

全明星拉拉操比赛一等奖；广西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红铜鼓”

中国——东盟艺术教育成果展演二等奖；广西金钟奖声乐表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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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音乐舞蹈大赛一等奖；广西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全

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广西赛区优秀奖等等。近三年来就业率一

直保持在 96%以上。 

音乐学专业：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

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具有现代音乐教育理念，掌握音乐教育基

本理论、基础知识和扎实的专业基本技能，具备在中小学等各种

教育机构进行音乐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或教学研究人员，以及在各

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文艺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舞蹈学专业：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

应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发展需要的素质较高、基础

扎实、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具有一定的舞蹈理论素养和系

统的舞蹈表演及舞蹈创作技能，能在中小学等各种教育机构从事

舞蹈教育，并能在艺术团体、文化（艺术）馆、青少年宫等单位

从事舞蹈表演、教学、编创的复合型专业艺术人才。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现有美术学(师范类)、绘画、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等 5个本科专业和环境设计、服装与

服饰设计等 2个专科专业，在校学生 1075人。师资力量雄厚，现

有专任教师 58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14人，博士 5 人，硕土 35

人。聘请了多名国内外著名的美术家、教育家为客座教授。 

建设有专业图形工作室、服装工作室、装裱艺术工作室、版

画工作室、摄影实验室、环境设计实验室、陶瓷创新作坊、编织

工艺陈列与教学平台、艺术作品展览厅、教育技能实训中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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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实践基地近 20家设计企业及学校等，教学设施完善、教学条件

良好。在长期的教学中，注重内涵发展，不断深化专业建设，已

形成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色模式。    

美术学(师范类) 专业：本专业培养掌握美术基础理论、基本

知识和美术教学基本技能、具备美术表现和美术鉴赏审美能力，

了解国内外美术教育发展动向，具备初步的科研和创作能力、掌

握科学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的高级综合应用型人才，毕业后能

胜任中、小学校美术教学和群众美术文化工作。 

绘画专业：本专业培养具有一定美术基本理论知识、基础知

识和审美能力，具备绘画艺术创作、艺术理论初步研究能力的高

级应用型专门人才。毕业后能在文化艺术、宣传、教学、设计研

究、社区等部门从事群众文化、绘画创作和教育教学工作。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本专业以研究学习艺术设计领域内各类

图像信息传达为主攻方向，培养能在各行业设计机构、大专院校

和科研单位从事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企业形象设计、书籍装帧

设计、印刷品设计、网页设计和学校教学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环境设计专业：本专业主要培养具备环境艺术设计、景观艺

术设计、室内设计和雕塑与壁画设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表现能

力，能在企事业单位、专业设计部门、科研单位从事以环境创新

设计为特色的环境艺术设计的综合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本专业主要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

求，具有高素质、有创意、懂材料、动手能力强的专业人才，适

应从事服装设计、产品开发、陈列设计、样板制作、生产技术管

理、服装市场营销、服装高级定制等岗位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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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省份 

广西、广东、山西、山东、湖南、海南、江西、江苏、甘肃、

福建（其中甘肃招文理，其他只招艺术文科） 

二、招生计划安排和考试科目 

序号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 费
(元/年) 

招生 
计划 

考试科目 

01 130202 音乐学 11000 150 
⑴主项：演唱或演奏 
⑵听音 
⑶视唱（五线谱或简谱均可） 

02 130205 舞蹈学 11000 50 
⑴基本功测试 
⑵成品舞蹈展示 
⑶即兴表演 

03 130401 美术学 11000 50 

⑴素描 
⑵色彩 

04 130402 绘画 11000 30 

05 130503 环境设计 11000 80 

06 130502 
视觉传达设

计 
11000 60 

07 130505 
服装与服饰

设计 
11000 30 

说明：1、音乐类考试不设初试。2、招生计划以生源省招生

部门发布的计划为准。3、学费收取按广西物价局核定的标准执行。 

三、校考报名时间和考试时间 

各招生省份校考报名时间和考试时间以当地招生考试院公布

为准。 

【甘肃考点】 

报名时间：2019 年 1 月 5 日-18日 24:00； 

考试时间：2019年 1 月 23日； 

考试地点：兰州城市学院（：兰州市安宁区街坊路 11 号兰州

城市学院校本部，甘肃农业大学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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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考点】 

报名时间：2019年 2 月 1 日 8:30—3 日 17:30； 

考试时间：2019年 2 月 11-12 日 8:30—17:30； 

考试地点：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路

左家拢）; 

【山西考点】 

报名时间：2019年 1 月 18日 -23 日,每天 6:00-23:30; 

考试时间：2019年 2 月 20日； 

考试地点：山西工商学院龙城校区（山西省太原市坞城南路

99 号）。 

四、报考须知 

（一）招生对象与条件 

符合国家和生源省确定的普通高等教育招生对象，爱国守

法、身体健康，无色盲、色弱，无防碍专业学习和就业的生理缺

陷。舞蹈学专业的考生，身高一般要求男170cm以上，女160cm以

上。 

（二）报名方式及报名所需材料 

按生源省规定的报名方式、报名所需材料报名。  

（三）录取原则 

1、我校没有设艺术专业校考的省份，认可生源所在省的艺

术专业招生联考成绩，录取时以专业术科成绩为主，结合文化成

绩，综合衡量，择优录取。 

2、我校设艺术专业校考的省份，报考我校的考生须参加我

校组织的专业校考。在取得我校专业合格证，并达到生源所在省

的相应文化分数线和专业联考分数线（不设专业联考的省除外）

后方具备录取资格。录取时以专业术科成绩为主，结合文化成绩，

参照志愿，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四）成绩查询和专业合格证发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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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考试成绩合格者，我校发放专业考试合格证。考试成绩

请于4月5日后登录我院招生与就业服务网http://www.ylnu.net

查询。 

(五)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广西玉林市教育东路1303号 

邮政编码：537000  

学校网址：http://www.ylu.cn 

招生与就业服务网：http://www.ylnu.net 

电子邮箱：306559257@qq.com 

咨询电话：0775-2666516（招生办公室） 

0775-2692593（音乐舞蹈学院） 

0775-2678096（美术与设计学院） 

监督电话：0775-2689072（学校纪委办公室） 

http://www.ylnu.net/
http://www.ylnu.net/
http://www.ylu.cn/
http://www.ylnu.net/
mailto:306559257@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