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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师范学院 2020 年艺术类招生简章 
 

 

一、学校自然情况说明 

1.学校全称：鞍山师范学院 

2.办学地点及校址： 

①艺术类本科音乐学（师范）、音乐表演、书法学（师范）、书

法学、美术学（师范）、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摄影

专业在主校区办学，具体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平安街 43号，

邮编：114007。 

②艺术类高职专科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广告设计与制作、人物

形象设计、艺术设计专业在高职专科校区办学，具体地址：辽宁省

鞍山市千山区千山西路 690号 邮编：114016 

3.办学类型：普通高等学校(公办) 

4.办学层次：本科、高职（专科） 

5.学制及学习年限：艺术类本科音乐学（师范）、音乐表演、书

法学（师范）、书法学、美术学（师范）、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产品设计、摄影专业学制为四年，学习年限为 3—6 年；艺术类高职

专科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广告设计与制作、人物形象设计、艺术设

计专业学制为三年，学习年限为 2—5年。 

6.办学形式：全日制 

7.主要办学条件：校园占地面积 75.11万平方米（约合 1126.7

亩）；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 15.06 平方米；生均宿舍面积 8.72 平

方米；生师比 15.37:1；专任教师 760 人，其中具有副高级职务教

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 49.21%，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

比例为 79.87%；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12926.95 万元，生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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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仪器设备值 9471 元；图书 111.631 万册，生均图书 81.79 册。

（办学条件数据以 2019年基层统计报表数据为准） 

二、艺术类招生计划说明 

分专业计划根据我校办学条件和就业情况，经学校研究确定各

专业的培养规模和招生计划，主要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和

重点支持的专业计划。 

2020年我校不设置预留计划。 

我校艺术类专业均不限外语语种，没有男女生比例要求。 

学校招生计划按照主管部门核准的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执行。 

三、艺术类专业设置说明 

本科: 

序号 专业代码 艺术类专业名称 学制 科类 
授予学位 

门类 

学费 

（元/年·生） 

1 130201 音乐表演 四年 艺术文理 艺术学 10000元/年 

2 130202 音乐学（师范） 四年 艺术文理 艺术学 5000元/年 

3 130401 美术学（师范） 四年 艺术文理 艺术学 5000元/年 

4 130404 摄影 四年 艺术文理 艺术学 10000元/年 

5 130405T 书法学（师范） 四年 艺术文理 艺术学 5000元/年 

6 130405T 书法学 四年 艺术文理 艺术学 10000元/年 

7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四年 艺术文理 艺术学 10000元/年 

8 130503 环境设计 四年 艺术文理 艺术学 10000元/年 

9 130504 产品设计 四年 艺术文理 艺术学 10000元/年 

 

高职专科: 

序号 专业代码 艺术类专业名称 学制 科类 
学费 

（元/年·生） 

1 650101 艺术设计 三年 艺术文 8000元/年 

2 650103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三年 艺术文 8000元/年 

3 650122 人物形象设计 三年 艺术文 8000元/年 

4 65010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三年 艺术文 8000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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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说明 

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本科学生学习期满，成绩合格颁发鞍山师

范学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证书，达到鞍山师范学院学位授予标

准的颁发鞍山师范学院学士学位证书； 

高职专科学习期满，成绩合格颁发鞍山师范学院普通高等学校

高职（专科）毕业证书。 

师范类毕业生须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通过后，方可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 

五、学费收、退费等说明 

1．学费和住宿费收取标准： 

按照省物价部门批准的标准向学生收费，其中住宿费本科：1200

元/年·生，高职专科 1000元/年·生。 

2．学费和住宿费的退费办法： 

学生因故退学或提前结束学业的，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按

月计退剩余的学费和住宿费。 

3．奖学金、助学金和助学贷款情况： 

①奖学金设置情况： 

国家奖学金：为奖励特别优秀的学生，由中央政府设立的奖学

金，奖励金额 8000 元/年·人。 

省政府奖学金：为奖励特别优秀的学生，由省政府设立的奖学

金，奖励金额 8000 元/年·人。 

国家励志奖学金：为奖励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由中

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的奖学金，奖励金额 5000元/年·人。 

优秀学生奖学金：为奖励德智体全面发展、品学兼优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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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设立的奖学金，标准为： 

一等奖学金：2000 元/年·人（奖励比例为 2%） 

二等奖学金：1000 元/年·人（奖励比例为 4%） 

三等奖学金：500 元/年·人（奖励比例为 8%） 

企业奖学金：关心教育、投资教育的企业在我校设立的社会奖

学金。 

各学院设定的其它奖学金。 

为了公平公正，根据《鞍山师范学院全日制本科学生奖学金评

定暂行办法（修订）》（鞍师发【2017】119 号）评定各项奖学金，

获奖名单在校内公示一周。 

②助学情况： 

国家助学金：为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资助人数由省教育

厅实际划拨的人数确定。资助金额：一等 4400 元/年·人，二等 2750

元/年·人。 

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按照国家有关精神办理，学

生可以到生源地所在县（区）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咨询和办理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为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学校开辟了绿色通道。为

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顺利完成学业，学校和各学院积极为学生

提供勤工助学岗位，组织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我校还设有“大

学生爱心超市”，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日常生活用品。 

六、录取办法说明 

1.院校志愿及录取模式 

2020年我校在辽宁省的本科美术类专业为本科批第一阶段，实

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本科书法类、音乐类专业为本科批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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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实行有序志愿投档录取模式；高职专科美术类专业为高职（专

科）批第一阶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其他省份艺术类专

业的录取批次及投档录取模式以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统一规定的批

次设置以及投档原则为准。 

2.调档比例 

辽宁省：按照《关于印发 2020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

业招生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辽招考委字﹝2019﹞39 号）执行。

2020年我校在辽宁省的本科美术类专业、高职专科美术类专业平行

志愿投档原则为：按照考生“文化课成绩（含高考加分）/2+专业课

成绩（统考）”形成的综合成绩（保留 1位小数）从高分到低分，按

招生计划 1：1比例投档；本科书法类、音乐类专业接收报考我校文

化课成绩合格的全部考生档案，再按招生章程中公布的录取原则及

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办法进行录取。 

其他省份艺术类专业的调档比例严格按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统

一规定执行。 

3.院校录取原则及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办法 

录取原则：“分数优先、遵循考生志愿、各专业志愿之间无级

差分”。 

报考我校的辽宁省书法类专业考生和山东省音乐类专业考生，

必须参加我校组织的艺术专业考试，并且成绩合格；山东省书法类

专业认可山东书法联考成绩；其他专业须参加省级组织的艺术类专

业统考且成绩合格。 

①辽宁美术类： 

针对平行志愿已投档的考生，按考生综合成绩排序，再根据考

生填报的专业志愿情况，进行专业分配。当考生综合成绩相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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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按专业课成绩、语文单科成绩、外语单科成绩、数学单科成绩

从高到低排序。 

综合成绩=文化课成绩（含高考加分）/2+专业课成绩（统考） 

②辽宁音乐类、辽宁书法类： 

针对已投档考生，按考生专业成绩排序，再根据考生填报的专

业志愿情况，进行专业分配。考生专业成绩相同时，依次按文化课

成绩（含高考加分）、语文单科成绩、外语单科成绩、数学单科成绩

从高到低排序。 

③山东音乐类： 

考生必须参加我校组织的艺术专业考试，并且成绩合格。文化

考试成绩均执行山东省教育考试院划定的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线，

按考生专业成绩排序，再根据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情况，进行专业

分配。考生专业成绩相同时，依次按文化课成绩（含高考加分）、语

文单科成绩、外语单科成绩、数学单科成绩从高到低排序。 

④山东书法类： 

认可山东书法联考成绩，按山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录取投档

原则， 

综合分=专业成绩×750/100×40%+文化成绩×60% 

⑤山东美术、河北美术音乐、安徽美术、浙江美术音乐、广西

美术、甘肃书法、湖北美术、湖南美术音乐书法类： 

针对各省已投档的考生，按考生综合分排序，再根据考生填报

的专业志愿情况，进行专业分配。综合分计算方法以各省级招生考

试机构公布的原则为准。 

⑥黑龙江音乐、山西音乐书法、河南艺术类： 

针对已投档考生，按考生专业成绩排序，再根据考生填报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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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志愿情况，进行专业分配。考生专业成绩相同时，依次按文化课

成绩（含高考加分）、语文单科成绩、外语单科成绩、数学单科成绩

从高到低排序。 

以上各省如有新的规定，按各省规定执行。 

4、校考专业要求 

辽宁省书法类专业报名考试时间、地点及办法 

报名时间：2020年 3 月 6 日 

报名地点：鞍山师范学院招生就业指导处 

报名办法： 

考生持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2020 年辽宁省普通高校招生艺

术类专业考生报考证》及复印件，到鞍山师范学院招生就业指导处

报名。 

考生报名时需交考试费 180元。 

考试时间：2020年 3 月 7 日 

考试地点：鞍山师范学院 

专业考试办法： 

1)理论卷（侧重中国古代书法史中的书家、作品，题型以选择、

填空、判断等为主）50 分。 

参考教材：《书法教程》（王登科著，辽海出版社 2007 年 4 月出

版）。 

2)行书或草书 100 分        

3)隶书或篆书 100 分 

4)楷书（含魏碑）100分 

创作卷（根据提供的内容，创作作品，书体任选）50 分     

总分 4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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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参加书法类专业考试的考生须自备笔、墨、毛毡等

考试用具。 

 

山东省音乐类专业考生报名考试时间、地点及办法 

2020年我校在山东省只设济南市一个考试地点。 

考生报名时需交考试费 180元。 

报名方式：全部采用网上报名、缴费。考生可自行登录山东省

招考院网站（网址：http://www.sdzk.cn）进行报名、缴费。考试

前 2 天考生下载打印校考准考证。网报办法详见报名网站。 

报名时间： 

开始时间 2020年 1 月 13日，截止时间 2020 年 2月 1 日下午 5

点。2020 年 1 月 18 日-1月 30日网上报名系统关闭。网上报名办法

详见报名网站。 

考试时间：音乐类专业 2 月 5 日 8:30开始 

考试地点：以准考证打印的考点为准 

专业考试办法： 

音乐类专业考试科目： 

音乐学（师范）专业考试科目（声乐、器乐为必考项）： 

1)声乐 150分    2)器乐 150 分    总分为 300分 

音乐表演专业考试科目（任选一项即可）： 

1)声乐：声乐 150 分   

2)器乐：器乐 150 分  

注意事项： 

●声乐考试：自选歌曲二首。 

●器乐考试：练习曲一首，乐曲一首（除钢琴外考生乐器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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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演唱、演奏曲目须背唱、背奏、背诵；演奏曲目除 D.C

处反复外，其它反复记号均不反复。 

我校专业校考合格证发放比例为 1:4。 

专业考试成绩信息公示网址：http://202.199.249.135/ 

 

山东省书法类专业考生报名考试时间、地点及办法（联考） 

2020年我校在山东省的书法类专业使用“山东省书法学专业联

考成绩”（聊城大学平台）。 

报名网址：https://admission.lcu.edu.cn 

报名时间：2020年 1 月 13日-1月 17 日 

考试时间：2020年 2 月 6 日上午 9:00-11:00 

考试科目：临写、创作（临写和创作在一张四尺生宣纸上完成

作品）。临写为背临碑帖，创作须按试题规定的文字内容自选字体进

行创作。临写与创作不得用相同书体。 

分值：满分 100分，临写和创作综合评分。 

具体报名考试事宜，以聊城大学公布的《山东省 2020 年普通高

等学校书法学专业联考方案》为准。 

5、对高考加分考生的处理 

执行各省招考委关于加分、降分投档及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等

照顾录取规定。 

6.身体健康要求 

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新生入学后，对新生身体健康状

况进行审查和复查。对不符合标准的，按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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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联系电话、网址 

招生咨询电话：0412-2961701 

音乐学院咨询电话：0412-2960019 

美术学院咨询电话：0412-2960125 

高职专科咨询电话：0412-8432015 

学校网址：www.asnc.edu.cn 

 

    

校长（签字）： 

 

 

 

 

 

                                   鞍山师范学院 

                                   2020 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