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艺术学院2023年本科招生专业（方向）、学费标准、考试科目及录取办法一览表

学院 考试类别 招生专业（方向） 专业说明、要求
预收学费

（元/生·学年）
考试方式及考试科目 录取办法（摘要）

人文学院

02美术设计类

艺术管理 招收美术设计类考生。授予艺术学学位。 12000

初试：网络考试

 1.速写（初试成绩只记合格、不合
格，初试成绩不计入复试）

复试：网络考试
 1.素描

 2.色彩

专业合格，按文化排名

美术教育学院 美术学（教育） 12000

中国画学院/漓江画派学院 中国画 实行1+3培养模式，侧重山水、人物、花鸟画。 12000

文化、专业分比例5：5

建筑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授予艺术学学位。 13200

美术学院 绘画 实行1+3培养模式，含油画、版画、水彩、装帧插图、实验艺术。 13200

文化上线，按专业排名

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12000

视觉传达设计 实行1+3培养模式，含品牌形象设计、装潢艺术设计。 13200

产品设计 实行1+3培养模式，侧重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生活用品设计。 12000

服装与服饰设计 实行1+3培养模式，含服装艺术设计、服装与形象设计。 12000

动画 实行1+3培养模式，侧重二维动画、三维动画。 12000

工艺美术 实行1+3培养模式，侧重现代手工艺设计、首饰设计。 12000

影视与传媒学院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实行1+3培养模式，含场景设计、人物形象设计。 12000

造型艺术学院

雕塑 实行1+3培养模式，含数字雕塑、雕塑艺术。 12000

陶瓷艺术设计 陶瓷艺术设计立足于器皿设计、陶瓷雕塑艺术创作、陶瓷与环境空间设计。 12000

公共艺术 实行1+3培养模式，含软装艺术设计、公共空间艺术设计。 12000

绘画（壁画） 实行1+3培养模式，侧重传统绘制型壁画创作、现代材料型壁画创作。 13200

绘画（装饰绘画） 装饰绘画工作室立足于“新艺术”的装饰理念，侧重小尺幅装饰性材料创作。 13200

中国画学院/漓江画派学院 03书法类 书法学 实行2+2培养模式，侧重中国书画综合应用、书法篆刻。 12000

初试：网络考试

 1.书法创作（初试成绩只记合格、不
合格，初试成绩不计入复试）

复试：网络考试
 1.书法临摹

 2.书法创作

文化、专业分比例6：4

影视与传媒学院

05广编类

广播电视编导

新生入学时自备专业单反相机。授予艺术学学位。

12000
初试：网络考试（提交视频）

 1.专业素质面试A（初试成绩只记合格
、不合格，初试成绩不计入复试）

复试：网络考试
 1.故事编写

文化、专业分比例5:5

影视摄影与制作 12000

06播音主持类 播音与主持艺术 12000

网络考试（提交视频）

 1.自备文稿朗读
 2.即兴评述

文化、专业分比例6:4

07舞台表演类 表演（舞台影视表演） 12000

网络考试（提交视频）

 1.综合素质测试
 2.自备单人小品

文化上线，按专业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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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ne:
美术教育专业预计2023年才能批复，22年11月需填报系统。美术学（美术教育）专业需换名称进行备案。



广西艺术学院2023年本科招生专业（方向）、学费标准、考试科目及录取办法一览表

学院 考试类别 招生专业（方向） 专业说明、要求
预收学费

（元/生·学年）
考试方式及考试科目 录取办法（摘要）

音乐学院 08民歌演唱类 音乐表演（民歌演唱） 仅招收广西考生。 13200

网络考试（提交视频）

 1.演唱A
 2.专业素质面试B
 3.视唱

文化上线,按专业排名

音乐学院

10音乐演奏类

音乐表演（演奏）                                

招收管弦类考生，招录乐器种类：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贝司）、长
笛、单簧管、双簧管、大管、萨克斯、小号、圆号、长号、大号、中音号、西洋打击

乐（不含爵士鼓等流行打击乐）。

13200

网络考试（提交视频）

 1.演奏
 2.视唱

文化上线，按乐器专业成绩排名
招收键盘类考生，招录乐器种类：钢琴、手风琴。

招收民乐类考生，招录乐器种类：竹笛、唢呐、笙、扬琴、琵琶、古筝、柳琴、中阮
、二胡、民族打击乐。

流行音乐
招收流行演奏类考生，招录乐器种类：电吉它、电贝司、双排键电子琴、流行键盘、

爵士鼓、萨克斯。
12000

音乐学(中外合作办学) 仅招收演奏类乐器为钢琴的考生
40000
(另见说明)

文化上线，按专业排名，仅录取填报第一志愿
第一专业的考生

音乐教育学院 音乐教育 招收演奏考生，招录乐器种类：钢琴、电子琴、双排键电子琴、手风琴、古筝。 12000 文化上线，按专业排名

人文学院 艺术管理 招收演奏考生，以上乐器种类均可报考。授予艺术学学位。 12000 专业合格，按文化排名

音乐学院

11音乐演唱类

音乐表演（演唱） 招收美声和民族唱法考生。 13200

网络考试（提交视频）
 1.演唱B

 2.视唱

文化上线，按专业排名

流行音乐 招收流行唱法考生。 12000

音乐学(中外合作办学) 招收演唱考生。
40000
(另见说明)

文化上线，按专业排名，仅录取填报第一志愿
第一专业的考生

音乐教育学院 音乐教育 招收演唱考生。 12000 文化上线,按专业排名

人文学院 艺术管理 招收演唱考生。授予艺术学学位。 12000 专业合格，按文化排名

音乐学院

12音乐学理论类 音乐学（音乐理论） 12000

网络考试

 1.听音记谱
 2.中西音乐史常识与写作

文化上线，按专业排名 

13录音艺术类 录音艺术 12000
网络考试
 1.听音记谱

 2.录音基础常识

文化上线，按专业排名

14作曲类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2000

网络考试

 1.听音记谱
 2.作曲与和声

文化上线，按专业排名

舞蹈学院

15舞蹈表教类

舞蹈学 12000

网络考试（提交视频）
 1.基本功综合性组合A
 2.舞蹈自选片段

文化、专业分比例5：5

舞蹈表演(表演与教育) 13200 文化上线，按专业排名

音乐教育学院 音乐教育 以舞蹈为主，招收舞蹈表教类考生，仅招收广西考生。 12000 文化上线，按专业排名

舞蹈学院

16舞蹈编导类

舞蹈表演（现代舞） 13200 网络考试（提交视频）

 1.基本功综合性组合B

 2.命题即兴编舞

文化上线，按专业排名

舞蹈编导 12000

17国标舞类 舞蹈表演（国标舞） 男女比例1:1。 13200
网络考试（提交视频）
 1.基本功综合性组合C
 2.国标舞（拉丁舞或摩登舞）

文化上线，按舞种专业成绩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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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2023年本科招生专业（方向）、学费标准、考试科目及录取办法一览表

学院 考试类别 招生专业（方向） 专业说明、要求
预收学费

（元/生·学年）
考试方式及考试科目 录取办法（摘要）

美术学院

18普通二本类

美术学 侧重美术理论。 12000

专业免试

按各省普通本科第二批次文史类高考成绩择优
录取

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学 12000

人文学院

艺术史论 授予艺术学学位。 12000

文化产业管理 授予艺术学学位。  12000

建筑艺术学院

艺术与科技 授予艺术学学位。 12000

按各省普通本科第二批次文、理科类高考成绩

择优录取

风景园林 授予艺术学学位。 12000

影视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 授予文学学位。 4200

广告学 授予文学学位，实行1+3培养模式，侧重广告策划、数字广告艺术、广告创意设计。 12000

戏剧影视文学 12000
按各省普通本科第二批次文史类高考成绩择优

录取，语文单科不低于110分

说明：

1.我校学费实行学分制收费，表中给出的学费标准为预收费，最终学费按实际所修学分收取。

2.以上各类本科专业学制4年。各专业（方向）学费标准、招生计划以上级批文为准，详见我校招生信息网后续发布的信息。

3.部分专业1+3培养模式：一年级按专业培养，二年级开始按方向侧重分流培养（即学生一年级结束后，根据第一学年学习成绩、填报的志愿等综合考虑进行分流，分流方案于入学后公布）；部分专业2+2培养模式：一、二年级按专业培养，三年
级开始按方向侧重分流培养（即学生一、二年级结束后，根据第一、二学年学习成绩、填报的志愿等综合考虑进行分流，具体分流方案于入学后公布）。

4.音乐学（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第1、2、3学年在我校学习，学费为40000元/生·学年，第4学年如到美国西俄勒冈大学继续学习者，学费按该校的标准（美国约27678美元/生·学年）。学生完成国内的学习后，如因其他原因无法出国续读者，
可申请转入我校相应的本科专业继续学习，学费按转入专业的标准收取。赴国外学习的其它费用请登录我校招生信息网查看中外合作办学简介。由于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费较高，请考生视本人家庭经济状况慎重报考。

5.如因疫情防控需要或遇教育部政策调整，我校有权对考试的方式、内容、时间等进行调整，具体将及时通过学校招生官网、官微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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