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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艺术职业学院中专层次

（中国北方曲艺学校）2023 年招生简章

一、学校概况

天津市艺术学校（原天津市戏曲学校）是始建于 1956 年的艺术类综合性国家级重点中等

专业学校。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特色鲜明，设有戏曲、音乐、舞蹈、杂技等多种艺术门

类专业，被誉为“艺术家的摇篮”。毕业生中多人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奖”、

“梅兰芳金奖”等奖项。

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是始建于 1986 年的文化部直属、全国唯一以培养北方曲艺表演人才为

目标的综合性中等专业学校，开设专业涉及诵说（相声、快板、评书）、各类曲种的鼓曲演

唱及伴奏、魔术等多种曲艺表演艺术形式，被誉为曲艺界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多人次

获得“中国曲艺牡丹奖”，以及国内知名曲艺赛事奖项。

2002 年，两校共同组建，成立天津艺术职业学院，进一步提升了综合办学实力，在保留

中专层次招生的基础上，增设高职层次招生专业，成为与天津现代化大都市相匹配的艺术人

才培养基地。

2013 年中专层次天津市艺术学校与中国北方曲艺学校调整合并，2014 年起按照中国北方

曲艺学校的校名招生。学生学习期满且成绩合格者，颁发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毕业证书。

二、2023 年面向全国招生专业

招生

专业
招生方向 招生对象 学制

招生

计划
学费

曲艺

表演

诵说、魔术

鼓曲（演员

和乐队）

初中应往届毕业生（往届仅限一届） 3年 40 免学费

戏曲

表演

京剧（演员

和乐队）

小学六年级毕业生

（六三学制）

（往届仅限一届）

小学五年级毕业生

（五四学制）

（往届仅限一届）

6年

60(演

员 48

乐队

12)

免学费
考生在录取后须服从

学校对其专业行当和

类型的分配

舞蹈

表演

中国舞 小学六年级毕业生

（六三学制）

（往届仅限一届）

小学五年级毕业生

（五四学制）

（往届仅限一届）

6年
20

7000 元/生·年
芭蕾舞 10

音乐

表演
器乐

小学六年级毕业生

（六三学制）

（往届仅限一届）

小学五年级毕业生

（五四学制）

（往届仅限一届）

6年 6
7000 元/生·年

初中应往届毕业生（往届仅限一届） 3年 12

①以上招生专业（方向）均为中职层次。学费执行天津市物价局批准的标准。

②学校根据生源、考试情况可对以上招生计划进行调整。

③音乐（器乐）招收中国乐器演奏（扬琴、琵琶、中阮、三弦、柳琴、古筝、二胡、板胡、竹笛、

唢呐、笙、民族打击乐）以及西洋乐器演奏（钢琴、西洋打击乐）。

④戏曲表演（京剧）演员招生行当及计划为老生 6，武生 7，小生 2，花脸（铜锤、架子、武花

脸）10，丑行（文丑、武丑）6；青衣 7，花旦 4，武旦 4，老旦 2；乐队招生类型及计划为武场

6，文场 6。根据生源报考数量和实际考试情况会微调各行当和类型招生计划。因患身体伤病等

原因不适合该专业学习的考生谢绝报考，否则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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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报名和考试安排

（一）报名条件

1、身心健康、遵纪守法；

2、具备一定专业基础；

3、符合招生年级要求；

4、各级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不得报考。

（二）报考步骤和时间安排（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环节）

1、初试：网上报名、确认、缴费，在线提交考试视频

考生须在我院规定时间内，通过学院指定考试平台完成网上注册、完善信息、报考资

料上传（包括给本人拍头像照、上传本人身份证和户口本首页<放在一起拍照>、上传学籍证

明和户口本本人页<放在一起拍照>、录制本人短视频）、报名（选择学校、考点和专业）、

网上交费、在线确认、网络考试（录制、提交视频材料）七个步骤。未按照规定步骤或者报

考资料不全者视为报考不成功，无法参加考试。

《学籍证明》必须由所在就读学校教务处或学籍管理部门开具并盖章才有效。证明上需

写明考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学籍号、所在学校名称、学制、目前就读年级。(模板请联

系我校索取) 天津市应届初中毕业生还需提供报考《介绍信》。（模板请联系所在学校或区

招办索取）

学院指定初试报名、考试平台：艺术升 app。（具体操作办法详见《2023 年天艺艺术

类招生考试平台操作说明和注意事项》）

时间 安排

2023 年 2 月 6 日-3 月 14 日
网上注册、完善信息、上传报考资料、

报名、网上交费

2023 年 3 月 6 日-3 月 15 日
在线确认、网络考试

（在线录制、提交视频）

2023 年 3 月 22 日以后 发布初试合格结果

（1）初试报名安排

①“艺术升 app”安装：考生使用智能手机（安卓系统用户和苹果 ios 系统用户均

适用）扫描二维码（见图），下载并完成安装。安卓系统用户还可进入应用商店，搜索“艺

术升”并进行应用安装。苹果 ios 系统用户还可进入 APP Store，搜索“艺术升”并进行应

用安装。

②考生在“艺术升 app”完成注册（必须为考生的身份证号，家长请勿用自己的身

份证号绑定或注册），完善基本信息、上传报考资料（包括给本人拍头像照、上传本人身份

证和户口本首页<放在一起拍照>、上传学籍证明和户口本本人页<放在一起拍照>、录制本人

短视频）、报名（选择学校、考点和专业）、网上交费。以上环节缺一不可，否则无法参加

考试。操作完成后，等待按规定时间在线确认，打印报名表，进行网络考试。

③网上报名时考生可兼报多个专业（方向），按兼报个数收取报名考试费。

④考生在报名环节填写的各类信息及上传的资料务必仔细核对，确认无误后再提交。

考生须对所填信息及上传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因信息及资料有误或不符合要求而导

致考生不能参加考试的，责任由考生承担。

⑤不符合招生专业年级要求的考生不得报名参加考试，否则取消报名资格，考试无

效，报名考试费不退。

（2）初试考试安排

①考生在学院规定时间通过“艺术升 app”完成在线确认后，点击网络考试。考生

可以点击网络考试中的“考前练习”按钮，熟悉考试内容、科目和流程后再点击“正式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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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进行“正式考试”。

②“考前练习”和“正式考试”时，每个考试科目均允许录制多次，但仅最多保存

3个，不满意可删除重新录制。

③“考前练习”时所考试科目提交后可重置再次录制，“正式考试”时所有考试科

目提交后不能修改，请考生务必确认无误后再提交。

④在“正式考试”中考生从录制好的视频中选择一个最满意的，提交该视频，完成

考试。每个专业包含若干个考试科目，请考生逐一录制，逐一提交，不要有遗漏。

⑤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正式考试”，录制并提交视频完成考试，否则视为自动

放弃考试资格。

⑥考试开始前，考生须按要求签订《2023 年天艺艺术类招生考试诚信承诺书》，未

签订者，考试成绩无效。

⑦考生务必保证所展示考试内容的真实性，造假舞弊者，一经发现，取消考试资格，

考试无效。

⑧考试过程中不允许出现考生姓名、生源地、所在学校、培训机构、指导教师、社

会关系等个人信息，否则按作弊处理，取消考试资格，考试无效。

（3）初试报名考试费

90 元/专业（方向）。未交费者报名无效。因个人原因导致无法按时参加考试的，所

缴报名考试费不予退还。

（4）初试考试内容

专业名称

（方向）
考试内容及注意事项

曲艺表演

（诵说）

第一项，形象与表述：不许报姓名，要求普通话，考生面对镜头，正面全身站姿，清晰表述本

人年龄、年级、所学类型为相声、快板、或评书，以及学习该技艺的时间。限时 30 秒。

第二项，个人作品展示：自备作品展示。限时 5 分钟。

第三项，才艺展示：个人自选才艺，不同于作品展示。限时 2 分钟。

曲艺表演

（鼓曲演员）

第一项，形象与表述：不许报姓名，要求普通话，考生面对镜头，正面全身站姿，清晰表述本

人年龄、年级、所学鼓曲曲种，以及学习该技艺的时间。限时 30 秒。

第二项，个人作品展示：自备作品展示。可带伴奏，但考生音量须大于伴奏音量。限时 5 分钟。

第三项，才艺展示：个人自选才艺，不同于作品展示。限时 2 分钟。

曲艺表演

（鼓曲乐队）

第一项，形象与表述：不许报姓名，要求普通话，考生面对镜头，正面全身站姿，清晰表述本

人年龄、年级、所学鼓曲乐器类型，以及学习该技艺的时间。限时 30 秒。

第二项，个人作品展示：自备作品展示。不许伴奏。限时 5分钟。

第三项，才艺展示：个人自选才艺，不同于作品展示。限时 2 分钟。

曲艺表演

（魔术）

第一项，形象与表述：不许报姓名，要求普通话，考生面对镜头，正面全身站姿，清晰表述本

人年龄、年级、学习魔术表演的时间。限时 30 秒。

第二项，个人作品展示：自备作品展示。限时 5 分钟。

第三项，才艺展示：个人自选才艺，不同于作品展示。限时 2 分钟。

戏曲表演

（京剧演员）

第一项，形象与表述：不许报姓名，要求普通话，考生面对镜头清晰表述年龄、年级、净身高

（cm）、体重（kg）、报考方向（演员行当）。限时 30 秒。

第二项，唱念展示：考生先展示“唱”的环节，即根据个人情况，从京剧唱腔片段、歌曲中任

选其一做展示；然后展示“念”的环节，即根据个人情况，从京剧念白片段、诗歌朗诵、课文

朗读中任选其一做展示。唱念展示可带伴奏，但考生音量须大于伴奏音量。限时 3分钟。

第三项，形体展示：考生根据个人情况，从京剧形体身段、技巧、舞蹈、武术、广播体操中任

选其一做展示。可带伴奏。限时 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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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表演

（京剧乐队）

第一项，形象与表述：不许报姓名，要求普通话，考生面对镜头清晰表述年龄、年级、净身高

（cm）、体重（kg）、报考方向（文场或武场）。限时 30 秒。

第二项，乐器演奏：考生根据个人情况，展示乐器演奏片段。无伴奏。限时 3分钟。

第三项，声乐演唱：考生根据个人情况从戏曲唱腔片段、歌曲中任选其一做展示。无伴奏。限

时 3分钟。

舞蹈表演

（中国舞）

第一项，形象与表述：不许报姓名，要求普通话，考生面对镜头，正面全身站姿，清晰表述本

人年龄、年级、净身高（cm）、体重（kg）和学习舞蹈时间。限时 30 秒。

第二项，基本功展示：限时 3 分钟。

正面半身、全身站姿，向右转侧面站姿；

侧面（3点方向）坐姿绷脚背；

侧面（3点方向）抱前屈勾脚、起身绷脚；

侧面（3、7 点方向）左腿向后竖叉、抱后腿；起身变横叉勾绷脚；变反面竖叉抱后腿，起身收

后腿躺、转、趴下小跨、大跨、撑地起胸腰，站起；

侧面（3点方向）站姿下腰；

侧面（1点方向）连续高跳三次下蹲。

第三项，个人剧目展示：自备舞蹈作品片段，自备音乐伴奏。限时 2分钟。（舞种不限）

着装要求：基本功和剧目均要求女生身着吊带体操服、练功鞋，盘头，素颜；要求男生身着跨

栏背心、黑色短裤、练功鞋，发型简洁，露出额头，素颜。剧目未按规定要求着装会影响成绩。

舞蹈表演

（芭蕾舞）

第一项，形象与表述：不许报姓名，要求普通话，考生面对镜头，正面全身站姿，清晰表述本

人年龄、年级、净身高（cm）、体重（kg）和学习舞蹈时间。限时 30 秒。

第二项，基本功展示：限时 3 分钟。

正面半身、全身站姿，向右转侧面站姿；

侧面（3点方向）坐姿绷脚背；

侧面（3点方向）抱前屈勾脚、起身绷脚；

侧面（3、7 点方向）左腿向后竖叉、抱后腿；起身变横叉勾绷脚；变反面竖叉抱后腿，起身收

后腿躺、转、趴下小跨、大跨、撑地起胸腰，站起；

侧面（3点方向）站姿下腰；

侧面（1点方向）连续高跳三次下蹲。

第三项，个人剧目展示：自备舞蹈作品片段，自备音乐伴奏。限时 2分钟。（舞种不限）

着装要求：基本功和剧目均要求女生身着吊带体操服、练功鞋，盘头，素颜；要求男生身着跨

栏背心、黑色短裤、练功鞋，发型简洁，露出额头，素颜。剧目未按规定要求着装会影响成绩。

音乐表演

（器乐）

第一项，形象与表述：不许报姓名，要求普通话，考生面对镜头，正面全身站姿，清晰表述本

人年级、年龄、所学器乐类型以及学习该器乐时间。限时 30 秒。

第二项，个人作品展示：演奏两首作品，曲目自备。不许伴奏。禁止使用扩音设备。每首演奏

前自报演奏曲目。限时 12 分钟。

2、复试：网上确认报名、缴费，现场提交材料、考试

（1）复试报名安排

初试结果发布后，考生须于规定时间登录艺术升 app 进行复试确认报名、缴费，打印复

试准考证。并于规定时间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复试准考证到学校提交材料并参加现场复试。

具体时间会随初试结果一起发布。

考生须于复试前一天持复试准考证到学校提交考生身份证身份证复印件 1份（正反面复

印在一张纸上）、户口本首页（带公章页）及本人页复印件 1份（复印在一张纸上）、《学

籍证明》原件 1份。《学籍证明》必须由所在就读学校教务处或学籍管理部门开具并盖章才

有效。证明上需写明考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学籍号、所在学校名称、学制、目前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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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天津市应届初中毕业生还需提供报考《介绍信》原件 1份。

参加复试的天津市小学生、外省市小学生、外省应往届初三学生、天津市往届初三学生

还须下载“2023 年报考中专层次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成绩证明单”，由所在学校填写后加盖

教务公章，于复试前一天交到学校（提示：所在学校名称须与报名环节提供的学校名称一致，

否则视为不合格）

（2）复试报名考试费

120 元/专业（方向）。未交费者报名无效。因个人原因导致无法按时参加考试的，所

缴报名考试费不予退还。

（3）复试考试内容

专业名称（方向） 考试内容及注意事项

曲艺表演

（诵说）

第一项，自备专业作品展示。【不得与初试重复】

第二项，抽题展示。【曲艺常识、绕口令朗读、无实物命题表演】

曲艺表演

（鼓曲演员）

第一项，自备专业作品展示。【不得与初试重复】

第二项，听音、节奏模仿。

第三项，抽题展示。【鼓曲常识、无实物命题表演】

曲艺表演

（鼓曲乐队）

第一项，自备专业作品展示。【不得与初试重复】

第二项，听音、节奏模仿。

第三项，抽题展示。【鼓曲常识、鼓曲视奏】

曲艺表演

（魔术）

第一项，自备魔术表演。【不得与初试重复】

第二项，魔术表演模仿。

戏曲表演

（京剧演员）

第一项，唱、念、形体展示：考生根据个人情况，从京剧唱腔片段、歌曲中；从京剧念白片段、

诗歌朗诵、课文朗读中；从京剧形体身段、技巧、舞蹈、武术、广播体操中分别任选其一，依

次进行唱、念、形体展示。可用伴奏（U 盘 MP3 格式）。（考生可根据个人情况，进行戏曲剧

目及技巧特长展示。此项为自选项目，不是必考项目）

第二项，动作、唱念模仿：学生对考官做出的戏曲程式动作、唱腔、念白进行现场模仿。

第三项，音乐素质测试：节奏模仿、音节模唱。

第四项，考官对考生身体素质条件进行考察。

戏曲表演

（京剧乐队）

第一项，专业展示：考生展示所考专业曲目片段。曲目自选，需独立完成，不允许带伴奏。

第二项，音阶模唱：根据现场考官给出的示范音进行模唱，哼唱出音高即可。

第三项，节奏型模仿：根据现场考官给出的节奏型进行模仿。

第四项，考官对考生综合素质条件进行考察。

舞蹈表演

（中国舞）

第一项，体态官能：身高、体重、身材比例测量。形象、体态考核。

第二项，专业条件；平衡测试；节奏模仿；动作模仿；即兴表演。

第三项，剧目片段：舞蹈剧目片段表演，限时 2 分钟。（舞种不限）

着装要求：基本功和剧目均要求女生身着吊带体操服、练功鞋，盘头，素颜；要求男生身着跨

栏背心、黑色短裤、练功鞋，发型简洁，露出额头，素颜。剧目未按规定要求着装会影响成绩。

音乐要求：剧目片段音乐格式必须为 MP3 格式，将音乐名称命名为“剧目名称+考生姓名”，拷

在 U盘中，U盘中除考试用音乐外无其它存储文件，由考生携带 U 盘入场时上交。

http://www.arttj.cn/uploadfile/file/%E6%8B%9B%E7%94%9F%E9%99%84%E4%BB%B6/202104221719206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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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表演

（芭蕾舞）

第一项，体态官能：身高、体重、身材比例测量。形象、体态考核。

第二项，专业条件；平衡测试；节奏模仿；动作模仿；即兴表演。

第三项，剧目片段：舞蹈剧目片段表演，限时 2 分钟。（舞种不限）

着装要求：基本功和剧目均要求女生身着吊带体操服、练功鞋，盘头，素颜；要求男生身着跨

栏背心、黑色短裤、练功鞋，发型简洁，露出额头，素颜。剧目未按规定要求着装会影响成绩。

音乐要求：剧目片段音乐格式必须为 MP3 格式，将音乐名称命名为“剧目名称+考生姓名”，拷

在 U盘中，U盘中除考试用音乐外无其它存储文件，由考生携带 U 盘入场时上交。

音乐表演

（器乐）

第一项，演奏两首作品。不许伴奏。每首演奏前自报演奏曲目。【其中一首可与初试重复】

第二项，抽题展示：视奏。

四、录取原则

根据不同专业及专业方向特点，考生专业考试合格，在文化课达标的情况下，按专业课

考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名录取。（天津市应届初中毕业生的录取执行天津市相关规定，按照学

业水平考试成绩录取，考生须参加天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填报我校志愿）

五、有关事项

1、新生入学后，学校将组织新生入学体检、信息审核、复查。合格的学生准予注册学籍。

不合格的学生退回生源地。对提供虚假材料、替考、冒名顶替入学等违规行为，组织专项调

查，一经查出，取消入学资格。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学校文化课教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执行“六三”制义务教育的学习进程，高中阶段开设

中职类的课程。学校外语课程只开设英语。

3、学生学业结束，成绩合格，品行良好，无纪律处分，经学校审核、天津市教委批准，

颁发国家承认的中等专业毕业证书。

六、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天津市河东区娄山道 27 号；天津市南开区苍穹道 08 号。

招生咨询电话: 022-23855353

学院网址: www.arttj.cn

招生公众号：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招生

招生邮箱：1748972001@qq.com

mailto:174897200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