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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沈阳音乐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招生简章 

 

一、 学院简介 

沈阳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起源于 1975 年开办的夜大学。

1998年成立社会教育中心（成人教育学院），2007年更名为继续

教育学院，2016年沈阳音乐学院内设机构调整后设立继续教育学

院、社会教育中心，承担着成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现任院

长陶晓晖、党总支书记黄志江、副院长陈丽、党总支副书记管宁。 

学院下设办公室、教务学生管理办公室、社会教育培训办公

室、招生办公室、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办公室。教职工发表论文 300

余篇、专著 7 部、省级科研课题 6 个、省级奖项 35 个，教师个

人音乐会 37 场。2016 年至今，学院成功举办“沈阳音乐学院社

会艺术水平考级优秀学生汇报演出新年音乐会”、“辽宁省继续

教育学院院长论坛暨沈阳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教师专场音乐

会”、“庆祝沈阳音乐学院建校 80周年继续教育学院专场音乐会”、

“辽宁省残疾人特殊艺术人才培养基地揭牌仪式暨听党话 跟党

走 念初心 七十载——感恩我的祖国”等四场综合音乐会。  

成人学历教育现有专科升本科、高中起点本科两个办学层次，

开设音乐表演、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舞蹈表演、舞蹈

学、舞蹈编导、表演、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录音

艺术、播音与主持艺术等十一个专业。多年来，向社会输送 5300

余名优秀艺术人才和教学骨干力量。优秀毕业生曾静（中国煤矿

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代表作品《沈阳啊沈阳》等；庞龙（现

任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教师），代表作品《两只蝴蝶》《家在

东北》等；王勇，艺名小曾，著名音乐人，代表作品《阿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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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沈阳大学音乐学院教授）；赵国强（辽宁歌剧院国家一级

演员）；陆力平（辽宁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莽原（辽宁歌舞团

国家二级演员）；王晰（第十五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流行

唱法第一名，海政文工团独唱演员），代表作品有专辑《LOW C的

诱惑》等；郭新龙（国家二级演员）；刘冰媛（辽宁歌舞团舞蹈

演员）等。 

非学历教育是继续教育学院重点工作之一，开展职业教育和

社会教育培训。现已开展沈阳市中小学音乐教师合唱指挥专业能

力提升培训、辽宁省残疾人特殊艺术人才声乐专业提升培训、老

年艺术培训、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面试培训等，得到业界和社会

上的赞誉与好评。 

    作为沈阳市委宣传部、沈阳市教科工委共同打造的沈阳市艺

术惠民“双百万”工程的实施单位之一，累计为沈阳市民义务授

课 2万余节，培训约 50万人次。该项工程于 2010年获得国家文

化部创新工程奖。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工作经过十五年的不懈努力，

现已成为国内具有较强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考级机构，考级总人数

达 31万人次。 

未来，继续教育学院将在学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创新体制

管理，挖掘自身优势，凝聚发展动力，以加强人力资源建设为核

心，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稳步发展学历教育，重视老年教

育，建立健全继续教育体制机制，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为推进沈阳音乐学院“双一流”建设，为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服务辽宁乃至全国的艺术教育事业

和文化产业建设提供助力。 

二、培养层次 

专科升本科、高中起点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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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名称、招考方向及考试内容 
培养层次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考试内容 

乐器演奏（键盘乐器演

奏、管弦乐器演奏、民

族乐器演奏、流行乐器

演奏、打击乐演奏、电

子管风琴演奏） 

演奏自选曲目一首； 

听音笔试 

声乐演唱（美声演唱、

民族声乐演唱、流行音

乐演唱） 

演唱自选曲目一首； 

听音笔试 

音乐表演 

指挥（乐队指挥、合唱

指挥） 

演唱（唱法不限）或演奏（自选乐器）

自选曲目一首；听音笔试 

音乐教育 
演唱（唱法不限）、演奏（自选乐器）

自选曲目各一首；听音笔试 
音乐学 

乐器维修（钢琴调律）

与演奏 

钢琴演奏自选曲目一首； 

钢琴调律专业听音笔试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乐器（自选乐器）演奏自选曲目一首； 

音乐基础理论； 

听音笔试 

舞蹈表演  

舞蹈学  

舞蹈编导  

基本功测试； 

个人技巧展示； 

自备舞蹈作品展示； 

命题即兴表演 

影视表演 

表演 

音乐剧表演 

命题小品； 

声乐（唱法不限，无伴奏演唱）； 

形体（舞蹈、武术、体操等任选一项，2

分钟以内）； 

朗诵（自备作品、体裁不限，3分钟以内） 

广播电视编导  

笔试（文学艺术常识、命题作文）； 

命题即兴创作； 

才艺展示（声乐、器乐、舞蹈等任选一

项，2分钟以内）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素描（1.5小时）； 

色彩（1.5小时) 

录音艺术  
乐器（自选乐器）演奏自选曲目一首； 

音乐基础理论； 

听音笔试 

高
中
起
点
本
科 

专
科
升
本
科 

播音与主持艺术  

朗诵（自备作品、体裁不限，3分钟以

内）； 

命题即兴演讲； 

才艺展示（声乐、器乐、舞蹈等任选一

项，2分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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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名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从业人员

和社会其他人员。 

3.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4.报考高起本的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报考专升本

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

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本科结业证书

或以上证书的人员。且报考专升本考生的学历（学籍）要通过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进行

网上校验。未通过校验不能进行现场确认。 

五、报名、考试事项 

（一）文化课 

    考生通过互联网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网址：

WWW.LNZSKS.COM）进入“辽宁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网上报名系统”

报名。2019年成人高校招生报名工作采用网上填报基本信息、网

上缴费、现场报名信息确认相结合的方式。 

网上填报基本信息和网上缴费的时间：2019年 9月 2日至 10

日 

现场报名信息确认的时间：2019年 9月 4日至 12日 

文化课考试时间：2019年 10月 26日至 27日 

考试科目： 

1.专升本：政治、英语、艺术概论 

2.高起本：语文、英语、数学、史地综合或理化综合 

统考科目按教育部《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复习考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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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2011 年版）的要求，由教育部统一命题。所有统考科目每

科试卷满分均为 150分；高起本的统考科目每门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专升本每门考试时间为 150分钟。 

    近三年成人高考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仅供参考） 

2018年：专升本 85分；高起本 150分（不含数学） 

2017年：专升本 85分；高起本 150分（不含数学） 

2016年：专升本 85分；高起本 100分（不含数学） 

（二）专业加试 

1.报名时间：2019年 9月 2日-22日 

2.报名方法：考生须到沈阳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招生考试

办公室。（沈阳音乐学院长青校区） 

3.所需材料： 

（1）1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 3张；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辽宁省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生报名登记表复

印件； 

（4）专升本考生须交大专毕业证书复印件，教育部学历证

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打印版。 

4.报名考试费：100 元（具体按照辽宁省物价管理部门批准

的标准执行） 

5.考试时间：2019年 9月 28日 

6.咨询电话：024-31564285 

7.关注“沈音继续教育学院社会教育中心”

微信公众号  

（三）特别提示 

所有考生必须完成文化课报名及考试，同时必须完成专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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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报名及考试。缺一不可。 

六、学制、学费事项 

培养层次 学  制 学  费 

专科升本科 二年半 8000元/年 

高中起点本科 五  年 8000元/年 

学生须于每学年开学报到时一次性交齐该学年学费，学院按

照辽宁省物价管理部门批准并办理收费许可的标准向学生进行

收费。 

七、专业考试须知 

1.所有美声、民声唱法考生不得自带钢琴伴奏人员，考场均

配备钢琴伴奏人员，考生须提供钢琴伴奏五线谱，如考生提供的

曲谱不符合要求，考生须清唱，考生不得使用 CD 等电子设备

伴奏。 

2.考生须严格按抽签号次序参加考试。 

3.面试科目考试中由考场主任指定考试内容。 

八、入学 

被录取的新生须按入学通知书规定的时间报到注册。因故不

能按期入学者，应向学校请假（请假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两周），

待入学时须提供相关书面材料销假。未请假及请假逾期者（不可

抗力等正当事由除外），按放弃入学资格处理。 

新生入学三个月内，经复查凡有违反招生规定或舞弊行为及

身心健康状况不符合有关规定者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学生一律走读，不安排住宿。 

九、学习、授课形式 

学习形式：业余 

授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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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同课在周末集中授课； 

2.专业课教学时间另行安排。 

十、毕业文凭发放 

    学生学习期满，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

准予毕业，颁发国家教育部统一监制的沈阳音乐学院成人高等教

育毕业证书。 

学生在学期间修完学院和省教育厅规定的课程且考试合格，

达到沈阳音乐学院学位授予标准的颁发沈阳音乐学院学士学位

证书。 

十一、其它 

本简章如有与招生政策和规定不同之处，以辽宁省高中等教

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公布的《辽宁省 2019 年成人高等学校考试招

生工作实施方案》为准。 

 

郑重声明:我院从未委托任何校外机构及个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招

生及考前辅导，所有招考相关信息及本招生简章具体内容均由沈

阳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招生考试办公室负责解释。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文汇街 18号 

咨询电话： 024—31564285 

 

乘车路线： 

1.公交线路 

沈阳北站乘 224路车至沈阳音乐学院南校区站下车（马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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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即是）； 

沈阳站乘环路车至南塔站，换乘 224路车至沈音南校区站下

车（马路对面即是）. 

2.地铁线路 

沈阳北站乘坐地铁 2号线到奥体中心站下车，换乘地铁 9号

线到长青南街站下车，步行 800米即是；或乘坐地铁 2号线到奥

体中心站下车，换乘 155路公交车到沈阳音乐学院南校区站下车; 

沈阳站乘坐地铁 1号线到铁西广场站下车，换乘地铁 9号线

到长青南街站下车，步行 800米即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