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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表（导）演类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表（导）演类专业省级统考是考生进入高校相关专业学习应

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旨在考查考生的专业基本条件与

潜能，其评价结果是高校相关专业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

表（导）演类专业省级统考包括戏剧影视表演、服装表演、

戏剧影视导演三个方向，适用专业按《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艺术

类专业与省级统考科类对应关系一览表》（附件 1）执行。

二、考试科目和分值

（一）戏剧影视表演方向

考试包括文学作品朗诵、自选曲目演唱、形体技能展现、命

题即兴表演四个科目。

四科总分为 300分，其中文学作品朗诵 100分、自选曲目演

唱 50分、形体技能展现 50分、命题即兴表演 100分。

（二）服装表演方向

考试包括形体形象观测、台步展示、才艺展示三个科目。

三科总分为 300 分，其中形体形象观测 150 分、台步展示

120分、才艺展示 30分。

（三）戏剧影视导演方向

考试包括文学作品朗诵、命题即兴表演、叙事性作品写作三

个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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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总分为 300分，其中文学作品朗诵 50分、命题即兴表

演 50分、叙事性作品写作 200分。

三、考试内容和形式

（一）戏剧影视表演方向

1.文学作品朗诵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力、想象力及运

用有声语言表达文学作品的能力。

考试形式与要求：考生朗诵自选文学作品（现代诗歌、叙事

性散文、小说节选、戏剧独白等）一篇，时长不超过 3分钟；考

生须以普通话脱稿朗诵。

2.自选曲目演唱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嗓音条件，对作品的理解、旋律及

节奏的把握和表现能力。

考试形式与要求：考生演唱自选曲目（歌剧、音乐剧、民歌、

流行歌曲等）一首，时长不超过 2分钟；考生须无伴奏进行演唱。

3.形体技能展现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身体的协调性、灵活性、节奏感、

艺术表现等能力。

考试形式与要求：考生自选形体动作（舞蹈、武术、戏曲身

段、艺术体操、广播体操等）一段，时长不超过 2分钟；形体服

装及伴奏音乐自备。

自备伴奏音乐要求：考生自备 U 盘，U 盘内只能存放一个

考试用的音乐文件，文件格式要求为 MP3，文件不得出现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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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身份等信息。不允许考生自带播放设备，考试时如遇 U 盘

无法播放的情况，考生须做无伴奏表演。

4.命题即兴表演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在假定情境中组织有机行动的能

力、观察生活的能力以及人文综合素养。

考试形式与要求：每组人数控制在 4人以内，现场抽取考题，

稍作准备后进行考试，考试时长不超过 3分钟。

注：在每个科目面试中，评委可根据考核过程实际情况，

对考生考试作出暂停、终止等指令。

（二）服装表演方向

1.形体形象观测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形体比例、肢体的匀称性、协调性

及肤质等方面状况，评价考生专业外部条件及形象气质等。

考试形式与要求：考生先完成形体测量（测量方法与要求见

附件），然后 5—10人一组进行正面、侧面、背面体态展示。要

求赤足、着泳装，其中女生着纯色、分体、不带裙边泳装，男生

着纯色泳裤。

2.台步展示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服装表演展示的步态、姿态等基本

技巧，形体的表现力、协调性和韵律感，对音乐的理解力及反应

能力等方面状况。

考试形式与要求：5—10位考生为一组，按序进行台步展示；

考生完成行走、转身、造型等台步展示过程，自备服装须大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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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建议着能较好呈现身体体态的修身服装），女生须穿高跟鞋。

3.才艺展示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的节奏感、乐感和艺术表现力，评

价考生肢体的协调性和灵活性。

考试形式与要求：考生先以普通话自我介绍，不可透露姓名

等个人基本信息，时长不超过 1分钟；然后从舞蹈、健美操、艺

术体操等体现肢体动作的才艺中自选一种进行展示，时长不超过

2分钟；服装及伴奏音乐自备。

自备伴奏音乐要求：考生自备 U 盘，U 盘内只能存放一个

考试用的音乐文件，文件格式要求为 MP3，文件不得出现考生

考试身份等信息。不允许考生自带播放设备，考试时如遇 U 盘

无法播放的情况，考生须做无伴奏表演。

注：服装表演方向各科目考试中，考生不可化妆，不得穿丝

袜，不得佩戴饰品及美瞳类隐形眼镜，发式须前不遮额、后不及

肩、侧不掩耳。

（三）戏剧影视导演方向

1.文学作品朗诵

考试相关要求同戏剧影视表演方向文学作品朗诵科目。

2.命题即兴表演

考试相关要求同戏剧影视表演方向命题即兴表演科目。

3.叙事性作品写作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文学创作的立意把握、结构创意与

文字组织的综合能力，以及考生在视听表达方面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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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形式与要求：根据给定命题进行写作，叙事散文、短故

事、微小说、微剧等均可；不少于 1200字；考试时长 150分钟。

注：在文学作品朗诵和命题即兴表演两个科目的面试中，

评委可根据考核过程实际情况，对考生考试作出暂停、终止等

指令。

四、试题示例

（一）文学作品朗诵

示例 1 现代诗歌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王怀让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红色的眼睛之中，

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的眼睛，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

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

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热血；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

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我是中国人——

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

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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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

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

在我的民族中

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

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

还有那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

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在我的国土上，

不光有雷电轰不倒的长白雪山，黄山劲松，

还有那风雨不灭的井冈传统、延安精神！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

不光响在联合国的大厦里，

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

也响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

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

当掌声把五星红旗送上蓝天，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那长城一样的巨大的手臂，

不光把采油钻杆钻进外国人

预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

也把通信卫星送上祖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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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也没有到过的白云；

当五大洲倾听东方声音的时候，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

让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往。

我就是飞天，

飞天就是我们，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示例 2 叙事性散文

小 慧

木孩儿

在我往日的记忆中，至今想起来仍有一丝感动的便是小慧。

她是我们大院里最漂亮的女孩儿，她有着那种南方女孩子特有的清秀。她的母亲

去世很早，父亲带着她和哥哥一起生活。

一天中午，有位大姐姐找我来说：“走，去小慧家玩牌，她说谁也不叫就叫你，

可别告诉别人。”我听了高兴的要命。那时正值“文革”初期，我家倒霉了。在小伙伴面

前，我一直有种自卑感，没想到会得到小慧的邀请，至今我仍把它当作一个甜蜜的秘

密珍藏着。那天，我们玩得可真开心啊！

晚上，大家躲在一个小夹道里玩捉迷藏，不知谁低声喊了一句：“小海来啦！”小

海可是个不好惹的动不动就挥拳头的混小子。小慧惊恐地躲在了我身后，我仿佛一下

子长高了许多，挺起胸膛挡住了她。当我被小海抓住时，我看见了小慧那双总是充满

忧郁的眼睛……

人从童年走向成熟，恰似从岸边出发，奋力游向海的深处。但无论你游到哪里，

都会从童年的眷恋中找到甜蜜的慰藉。我就是这样。后来，小慧有了继母，而我家也

从东城搬到了西城。

二十多年过去了。一次我路过大院，那一排排平房不见了，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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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涌起一股惆怅，小慧搬走了，还是住进了高楼？

童年时光已化成温温淡淡的回忆，我所面对的也最该珍惜的还是我的今天！

示例 3 中外小说

家（节选）

巴 金

这一天她怀着颤抖的心等着跟觉慧见面。然而觉慧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钟

了。她走到他的窗下，听见他的哥哥说话的声音，她觉得胆怯了。她在那里徘徊着，

不敢进去，但是又不忍走开，因为要是这一晚再错过机会，不管是生与死，她永远不

能再看见他了。

好容易挨过了一些时候，屋里起了脚步声，她知道有人走出来，便往角落里一躲。

果然看见一个人影从里面闪出来。这是觉民。她看见他走远了，连忙走进房里去。

觉慧正埋着头在电灯光下写文章，他听见她的脚步声并不抬起头，也不分辨这是

谁在走路。他只顾专心写文章。

鸣凤看见他不抬头，便走到桌子旁边胆怯地但也温柔地叫了一声：“三少爷。”

“鸣凤，是你？”他抬起头惊讶地说，对她笑了笑，“什么事？”

“我想看看你……”她说话时两只忧郁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他的带笑的脸。她的话没

有说完，就被他接下去说：

“你是不是怪我这几天不跟你说话？你以为我不理你吗？”他温和地笑道，“不是，

你不要起疑心。你看我这几天真忙，又要读书，又要写文章，还有别的事情。”他指

着面前一大堆稿件，几份杂志和一叠原稿纸对她说：“你看我忙得跟蚂蚁一样。……

再过两天就好了，我就把这些事情做完了，再过两天。……我答应你，再过两天。”

“再过两天……”她绝望地悲声念着这四个字，好像不懂它们的意义，过后又茫然

地问道：“再过两天？……”

“对，”他笑着说：“再过两天，我的事情就做完了。只消等两天。再过两天，我

要和你谈许许多多的事情。”他又埋下头去写字。

（二）命题即兴表演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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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来客》《第一天上班》《公司开张》《植树节劳动》《公

园一角》《扶贫第一天》《归心似箭》《农村支教事》《入伍》《抗

旱》《车站送别（相逢）》《志愿者的故事》《爸爸（妈妈）今天

要回家》等。

（三）叙事性作品写作

示例 1

请以《我的春天》为题，写一篇叙事类作品，叙事散文、短故

事、微小说、微剧等均可，不少于 1200字。

示例 2

请以《我的秘密朋友》为题，写一篇叙事类作品，叙事散文、

短故事、微小说、微剧等均可，不少于 1200字。



- 31 -

形体数据测量方法与要求

一、垂直尺寸

1.身高

考生直立，赤足，双腿并拢，膝盖夹紧，头部面向正前方，

身体站直背贴墙面，挺胸。测量人员用硬直尺压平头发至头顶骨

骼处，测量头顶到地面的垂直高度。测量时不能塌腰、翘臀，要

保持腰背自然挺立状态（见图 1）。

2.身长

考生直立，赤足，双腿并拢，膝盖夹紧，头部面向正前方，

身体站直背贴墙面，挺胸。测量人员测量自第七颈椎点（即低头

时颈椎下方明显的突起位置）至地面的垂直距离。测量时不能塌

腰、翘臀，要保持腰背自然挺立状态（见图 2）。

3.下身长

考生直立，赤足，双腿并拢，膝盖夹紧，头部面向正前方，

身体站直背贴墙面，挺胸。测量人员测量自臀褶线至地面的垂直

距离。测量时不能塌腰、翘臀，要保持腰背自然挺立状态（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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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身高 图 2 身长 图 3 下身长

二、水平尺寸

1.肩宽

考生直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双臂自

然下垂，肩部放松，头部面向正前方。测量

人员用皮尺连接左右肩峰点（肩胛骨的肩峰

外侧缘上，向外最突出的点，即肩膀两侧骨

骼最外侧位置），量出通过第七颈椎的水平

弧长。测量时不可过度扩肩或含肩，以免影

响测量结果（见图 4）。

2.胸围

考生直立，双臂自然下垂，肩部放松，正常呼吸。测量人员

测量经肩胛骨、腋窝和乳头的最大水平围长。测量时均匀呼吸，

保持平静状态，不可过度吸气挺胸或呼气含胸（见图 5）。

图 4 肩宽



- 33 -

图 5 胸围 图 6 腰围 图 7 臀围

3.腰围

考生直立，双腿并拢，正常呼吸，腹部放松。测量人员测量

胯骨上端与肋骨下缘之间腰际线（即躯干中间最细部位）的水平

围长。测量时均匀呼吸，不可过度呼气与吸气、收腰，以免影响

测量结果（见图 6）。

4.臀围

考生直立，双腿并拢，膝盖夹紧，正常呼吸，腹部放松。测

量人员测量臀部最丰满处的水平围长（见图 7）。

5.上臂围（左右臂皆可）

考生直立，手臂自然下垂，测量人员测量肩点和肘部中间处

的水平围长（见图 8）。

6.大腿围（左右腿皆可）

考生直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腿部放松。测量人员测量紧

靠臀沟下方的最大水平围长（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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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上臂围 图 9 大腿围

7.小腿围（左右腿皆可）

考生直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腿部放松。测量人员测量小

腿腿肚最粗处的水平围长（见图 10）。

8.踝围（左右脚皆可）

考生直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腿部放松。测量人员测量紧

靠踝骨上方最细处的水平围长（见图 11）。

图 10 小腿围 图 11 脚腕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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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重

考生稳定站在体重秤上，测量人员记录体重秤显示的数值，

以 kg为单位。

四、其他

测量要求：赤足、只穿泳衣、净体测量。测量数据保留小数

点后一位。

测量误差：体重+0.5kg，尺寸+0.5cm。

考生如有纹身、疤痕或者胎记情况应如实说明，详细描述具

体位置和大小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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