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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 

《文艺基础知识》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文艺基础知识                        

考试代码：321 

考试总分：10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主要是了解考生对文艺、戏剧、影视、美学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音乐编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音乐的特性    

第二节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音乐    

第三节 音乐的社会功能    

第四节 音乐与其分艺术门类的联系   

第二章 音乐构成的物抽材料和形式要素    

第一节 音乐的声音材料    

第二节 切奏、速度与旋律    

第三节 复调与主调音乐    

第四节 曲式    

第三章 音乐艺术发展的历史线索    

第一节 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简况    

第二节 西方音乐的历史发展简况    

第四章 音乐体裁    

第一节 中国传统音乐的体裁    

第二节 西方音乐的重要体裁    

第三节 世界音乐的多元性    

第五章 中外音乐名家名作    

第一节 中国音乐名曲及作曲家    

第二节 外国音乐名家名作    

戏剧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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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戏剧的定义    

第二节 戏居的功能    

第三节 戏剧与其他艺术的关系    

第二章 戏剧的特性    

第一节 “动作本质论”    

第二节 观剧冲突    

第三节 戏剧情境    

第三章 戏剧的审美特征    

第一节 剧场性    

第二节 假定性   

第三节 戏剧性    

第四节 综合性    

第五节 作为综合艺术中心的表演艺术    

第四章 戏剧的体裁与戏剧创作的基本技巧    

第一节 戏剧体裁的演变    

第二节 悲剧    

第三节 喜剧    

第四节 正剧    

第五节 戏剧创作的基本技巧    

第五章 戏剧发展的历史线索    

第一节 欧美戏剧概况    

第二节 中国话剧的历史发展线索    

戏曲编    

电影编    

广播电视艺术编    

舞蹈编    

美术编    

艺术设计编 

三、参考题型 

论述题一 

论述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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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 

《评论写作》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评论写作                           

考试代码：435 

考试总分：10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主要是了解考生对当下戏剧的认识和熟悉程度，了解考生的写作能力。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给定材料，考生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进行评论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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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 

《中国播音学基础》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中国播音学基础                         

考试代码：325 

考试总分：10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中国播音学基础》笔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发声学、播音创作基础理论、广播播音主持、

电视播音主持等相关理论及当下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现状。主要考查考生对中国播音学基础理

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用这些理论分析、解决一线实际问题的能力，考查学生对播音主持

一线实际情况的了解及判断。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播音发声学部分： 

（1）发声的含义 

（2）口语传播方式及发声特点 

（3）电子传播方式及对发声的影响 

（4）言语发音的心理过程 

（5）文稿播读的心理过程特点 

（6）声音的主要构成要素 

（7）人体发音器官的构成 

（8）声道 

（9）人体呼吸器官的构成 

（10）主要呼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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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胸腹联合式呼吸 

（12）人体发声器官的构成 

（13）发声原理 

（14）发音常用的音色类型 

（15）共鸣原理 

（16）人体主要共鸣腔 

（17）播音共鸣特点 

（18）吐字归音 

（19）吐字归音的方法 

（20）嗓音保护的原则和方法 

（21）感情、声音、气息的相互关系 

（22）常见发声问题及矫正方法 

播音创作基础部分： 

（1）播音的正确创作道路 

（2）播音语言特点 

（3）创作准备 

（4）播音感受 

（5）调动思想感情运动的方法 

（6）思想感情的表达方法 

（7）播音表达规律 

（8）创作观  

播音主持业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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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播音主持节目类型特点 

（2）节目主持艺术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3）播音员主持人能力素质 

（4）广播电视新闻节目播音主持 

（5）广播电视评论节目播音主持 

（6）广播电视社教专题节目播音主持 

（7）现场报道 

（8）广播电视新闻现场报道 

（9）广播电视访谈类节目主持 

（10）广播电视文艺、综艺娱乐类节目主持 

三、参考题型 

名词解释、简答、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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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 

《播音主持专业技能》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播音主持专业技能                  

考试代码：439 

考试总分：100 分                            考试时间：30 分钟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播音主持专业技能考试主要考察考生播音主持专业实践能力和播音主持水平，考查考生

对不同节目类型播音主持的驾驭能力及镜头前形象与状态。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1. 考生抽两篇新闻稿件（一篇时政新闻、一篇社会新闻），进入考场后面对摄像机报出

自己的考号、姓名，然后播读时政新闻和社会新闻。播读完后，根据已经播读了的社会新闻

内容提炼观点并展开即兴评述（3 分钟）。 

（1）播读时政新闻一则 

（2）播读社会新闻一则 

（3）即兴评述（3 分钟） 

2．文学作品朗诵（约 5 分钟，自备，内容不限） 

3．栏目主持（约 10 分钟，自备，内容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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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  

《广播电视艺术综合》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广播电视艺术综合》                        

考试代码：316 

考试总分：10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考察广播电视艺术发展史、广播电视艺术基本理论、广播电视艺术前沿理论、广播电视

创作理论。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历程、基本概念、基本特性、基本创作

规律和前沿理论动态，并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一）广播电视艺术发展史 

1、中国广播发展历程的阶段划分及各个阶段的特征和标志性作品。 

2、中国电视发展历程的阶段划分及各个阶段的特征和标志性作品。 

3、世界广播发展简况及现状 

4、世界电视发展简况及现状 

 

（二）广播电视艺术基本理论 

1、广播电视艺术的界定 

2、广播艺术的分类及其界定 

3、广播艺术的特性 

4、电视艺术分类及其界定 

5、电视艺术的特性 

 

（三）广播电视艺术前沿理论 

1、广播电视艺术的创作、传播现状分析 

2、广播电视艺术审美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3、广播电视艺术的艺术性与技术性的关系 

4、广播电视艺术的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关系 

5、广播电视艺术的媒介特制与艺术特质的关系 

6、广播电视艺术的社会责任 

 

（四）广播电视艺术创作 

1、作品创作的创意与策划 

2、作品创作的构思与艺术手法 

3、作品创作的环节与规律 

4、作品创作的内容与形式 

5、作品创作的意义与社会效果 

6、作品创作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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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考题型： 

1. 分析题一 

2. 分析题二 

3. 分析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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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 

《广播电视作品分析》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广播电视作品分析》                        

考试代码：468 

考试总分：10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考察学生对广播电视作品的分析能力，包括对广播电视视听语言的理解能力，对广播电

视作品主题的把握能力，对广播电视传递信息的分析能力。 

考试时间含作品观摩时间 30 分钟。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通过观看广播电视作品回答问题。问题所涵盖的内容包括节目的视听分析、编导创意、

类型风格、艺术结构、文化内涵等方面。 

 

三、参考题型： 

1. 分析题一 

2. 分析题二 

3. 分析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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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 

《影视广告基础知识》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影视广告基础知识                        

考试代码：326 

考试总分：10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影视广告基础知识现科目考试大纲以《影视广告设计与制作》为主要参考书，

要求考生对参考书中相关的基本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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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影视广告现象。该科目的考试，主

要考察应试者掌握和运用影视广告的基本概念、理论、知识的情况以及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的基本内容 

说明：考试基本内容，均以《影视广告设计与制作》中的内容为准。分析题型所

涉及的观点，也不超出此参考书的内容范围。 

 

第一章 影视广告概述 

一、影视广告的基本概念 

二、影视广告的发展 

三、影视广告的效果 

四、影视广告创作流程 

 

第二章  影视广告定位 

一、广告定位的内涵 

二、产品广告定位的具体内容 

 

第三章  影视广告创意 

一、影视广告创意概念及特征 

二、影视广告创意过程  

三、影视广告创意思维方法 

 

第四章  影视广告表现 

（本章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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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影视广告文案与脚本 

一、影视广告文案概述  

二、影视广告脚本编写 

三、影视广告故事板 

 

第六章  影视广告视觉造型设计 

一、人物造型与动作设计 

二、 空间设计 

三、 环境设计 

四、影视广告色彩 

 

第七章  影视广告灯光 

一、 照明作用 

二、 布光方法 

三、室内照明 

四、室外自然光照明 

 

第八章 影视广告拍摄 

一、景别  

二、构图 

三、运动拍摄 

 

第十章 影视广告的后期制作 

一、影视广告剪辑 

二、视觉效果 

 

三、考试题型 

1.名词解释（25 分） 

2.简答题（35 分） 

3.分析题（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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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 

《影视广告创意及脚本写作》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影视广告创意及脚本写作 

考试代码：440 

考试总分：100 分                       考试时间：3 小时 30 分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考察学生如何运用影视广告的相关知识、原理进行影视广告创意以及影视广

告分镜头脚本写作能力，了解学生相关影视广告知识的掌握程度。 

 

二、考试基本内容 

考生根据试卷题目以及给定的相关材料，按试卷要求进行实际影视广告创意

以及分镜头脚本写作。（有绘画基础者可绘出分镜头故事板） 

二、考试材料 

    自带签字笔或钢笔撰写脚本（如需绘故事板请自带画具），两张八开脚本试

卷，五张 A4 复印纸（草稿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