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理工学院 2020 年艺术类专业校考报考须知

根据教育部《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稳妥做好 2020 年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有关工作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 3 月 12 日召开的 2020 年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视频会议精神，

在确保安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结合我校艺术类校考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际情况，经我

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认真研判，慎重考虑，现决定对我校 2020 年艺术类校考选拔方式进行调整，

为确保考试顺利实施，特制订本须知，请大家认真学习落实。

一、考试方式

考试方式由现场调整为线上，通过“小艺帮”APP 进行线上考试方式,高考后不再组织现场

考试。

二、网上测试专业考试科目类型说明



三、报考时间安排

1. 凡报考我校考生均须符合教育部及生源所在省艺术类招考相关政策要求。

2. 舞蹈表演要求考生五官端正，身材匀称，男生身高不低于170cm，女生身高不低于160cm。

3. 表演（体育表演方向）要求考生五官端正，身材匀称，男生身高不低于 168cm，女生身

高不低于 158cm。

4.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要求考生五官端正，口齿清晰，语音标准，面部无明显疤痕，男

生身高不低于 170cm，女生身高不低于 160cm。

5. 空中乘务专业要求考生五官端正，身材匀称，气质佳，男生身高不低于 175cm，女生身

高不低于 162cm。

6. 所有参加我校考试的考生严格根据小艺帮 APP 系统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按真实资料如实

进行网络注册、申请考试，无需再次缴费。

7. 网上注册报名所需材料为：一寸免冠证件照电子版（红底或蓝底）、二代身份证（正

反两面）、生源所在地省艺考证。

8. 空中乘务专业考生在考试需到南昌理工学院招生信息网通知公告栏下载体检申请单，

在当地医院体检盖章后于 5 月 10 日前邮寄至我校：江西省南昌市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英雄大道

901 号南昌理工学院王洪梅老师收电话 13767087909。

9. 建议考生考前认真阅读考试专业须知，强烈要求考生在 4 月 13 日后登陆小艺帮 App 进

行模拟测试。

10. 为防止考试录制过程出现故障，考生应采用质量较好的手机，在手机内存、电量等性

能方面能满足考试录制要求，录制现场应有较强的网络信号，否则因此造成的考试录制失败，

由考生本人负责。

11. 严禁考生采用编辑处理等弄虚作假、替考作弊行为，一经查实学校将按照《国家教育



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取消录取

和入学资格。

12. 考生须按要求填写考生考试诚信承诺书，否则将不予考试。

四、小艺帮 App 注册认证操作流程

（一）下载安装小艺帮 App

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下载安装，或到小艺帮官网：https://www.xiaoyibang.com 扫描二维

码下载，考生不要通过其他渠道下载。

安装时，请授权允许小艺帮使用您的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存储空间、网络等权限，以

保证可以正常考试。

小艺帮仅提供手机 IOS 和安卓版本，不支持 iPad 和各种安卓平板，敬请谅解！

（二）注册登录

第一步注册：

进入登录页，点击【注册】，输入手机号，获取填写手机验证码，设置密码后，即可完成注

册。



第二步登录：

进入登录页，使用手机号和密码即可登录，后续完成考生身份认证后，也可以通过身份证号

+密码登录。身份证号必须为考生本人身份证号。

（三）认证

首次登录，需要认证考生的报考信息，才可以申请参加考试。建议考生提前完成认证。认证

免费，认证后不可更改信息，请考生慎重仔细填写！注意屏幕下方小蓝条。

操作流程：

准备好相关证件，高考报考材料、一张免冠证件照电子版，按照系统指引，逐步填写，即可

完成认证。

考生需要上传身份证照片，如遇到照片无法识别，可选择“手动上传”，填写身份证上的信

息进行识别；如遇到身份证已被验证，可点击“去申诉”，请耐心等待人工审核结果；

学籍信息中，请考生务必选择正确的高考省份。

（四）特别注意

千万不要随意注销账号，以免造成无法参加考试。

千万不要重复认证，每个考生身份证和考生号只能认证一次，以免耽误考试。

千万不要重复缴费，以免耽误考试。

（五）常见问题说明

1. 身份证认证冲突

身份认证冲突是由于两个手机号认证同一个身份证引起的（严禁此类操作！）

解决办法：如其中一个手机号已经认证身份证，直接用此手机号及所设密码登录，做后续的



报名及考试即可，不用更换手机号。另外一个手机号如因认证不通过而点击了申诉，请立即咨

询 qq 客服反馈请情况并要求取消此申诉。

注意：如因此问题而导致考生无法考试或被学校判断为多重认证视作作弊行为，考生及家长

自负责任！

2. 身份证验证失败

可能原因如下：

(1) 上传的身份证照片文字是否拍摄清晰。

(2) 网络异常，导致图片验证失败。

(3) 身份证认证失败，请确认身份证信息有如下改动：

1 现役军人、武警官兵、特殊部门人员及特殊级别官员。

2 退役不到 2 年的军人和士兵（根据军衔、兵种不同，时间会有所不同，一般为 2 年）。

3 户口迁出，且没有在新的迁入地迁入。

4 户口迁入新迁入地，当地公安系统未将迁移信息上报到公安部（上报时间地域不同而有所差异）。

5 更改姓名，当地公安系统未将更改信息上报到公安部（上报时间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差异）。

6 移民。

7 未更换二代身份证。

解决办法：

如遇到 1、2，请重新拍摄上传。

如遇到 3 或其他原因，请联系小艺帮工作人员进行核实，联络 QQ：800180626。

3. 人脸验证失败

可能原因如下：

(1) 网络异常，导致图片验证失败。

(2) 无法获取身份证信息，导致人脸和身份证匹配失败。

(3) 人脸和身份证差异太大，导致一直失败。

解决办法：

3 次失败后会有人工审核入口，请上传身份证（人像面）和自拍照（请拍摄实人，不要拍摄

照片）进行人工审核。

工作时间：8：00-24：00，半小时内会有有审核结果，非工作时间请耐心等待。

4. 考试过程中人脸比对失败

可能原因如下：

(1) 认证过程中，人脸不在画面中。

(2) 人脸对比差异太大，比对不通过。

解决办法：

连续 3 次不通过，会被退回到考试列表页面，点击红色区域，尽快进行人脸验证，紧急联系

客服 QQ：800180626。

5. 考生号填写错误应该怎么处理

将考生的身份证号、考生号、登录小艺帮 app 的账号以及准考证照片，手持身份证拍照（带



人脸，保证清晰）发给小艺帮客服 QQ：800180626 进行处理。

6. 手动输入身份证信息进行验证是否有影响

手动输入没有影响的，如果照片自动审核不通过，小艺帮平台是提供了手动验证信息入口。

7. 7.考生号不清楚

查看统考准考证或高考报考证，上面有考生号，目前的填写规则：湖南、陕西、广东是 10

位数；新疆 11 位；其他省份 14 位，前 4 位是 20+省份代码。部分省份没有报考证，也会有统考

准 考 证 ， 如 果 都 没 有 ， 找 高 中 老 师 或 者 自 己 在 学 信 网 的 学 籍 学 历 里 查 看 ：

https://www.chsi.com.cn/，不知道怎么操作，可百度“考生号如何查看。

8. 身份证认证都完成了，回到首页还是去认证，状态没有变化

关掉进程重新进入。

9. 身份认证里高考报考证是什么

就是考生的准考证，需要照片上传同时需要上传考生号。

10. 身份证号中带有“X”应该怎么输入

X 的问题需要用英文输入法输入大写的 X，也可以在其他文档中输入，然后复制粘贴到小艺

帮中。

11. 考试设备问题处理反馈

拍摄设备统一用手机，不能使用平板等其他设备，同时不支持一切外界设备。正式考试手机

跟模拟考试的手机保持一致，以保证手机拍摄画面与模拟考试一致。

12. 地区或姓名不匹配的

凡是地区或姓名不匹配的，这是学校导入的数据和考生认证的数据不一致，请联系学校在后

台替换正确数据处理。

13. 通过苹果的 AppleStore 下载小艺帮提示需要认证

这个是苹果的 appstore 需要验证，不是小艺帮可以控制的，建议考生换一部手机或者用安

卓手机登录小艺帮官网下载 app。

14. 登录后显示英文

请将手机系统语言切换成简体中文，如果还是无法解决，请先切换到系统语言为英文，再切

换为中文。小艺帮目前仅支持简体中文，不支持英文版和繁体版。

15. 为什么我再注册的时候提示登陆失败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您的 app 版本较低导致的，请登录小艺帮官网 www.xiaoyibang.com 下载

安装最新版的 app，然后再尝试登录。

16. 已经报名考试，但是在小艺帮上没有搜索到院校

我校将在 4 月 13 日正式上线，考生通过教育部信息比对并交清报考费的考生我校会逐批导

入考生报考信息，请考试耐心等待，切勿错过 4 月 18 日分场次考试。

17. 报名过某学校，不知道怎么申请视频考试

搜索该学校，到学校详情里点击申请视频考试，如果申请不了，请考生联系本文最下方联系

我们。



五、小艺帮考试操作流程说明

请务必使用最新版本的小艺帮 APP。请在【我的】→【设置】→【版本更新】，确认当前已使用

最新版本，或到小艺帮官网重新下载。

（一）人脸验证

首次参加视频考试，需要进行人脸验证。系统会弹框提示，或在【考试】列表页上出现小红条，

提示考生进行人脸验证。根据系统引导进行验证即可。多次人脸验证失败可以申请“人工审核”，请

耐心等待人工审核结果。

（二）模拟考

为方便考生熟悉视频录制流程及要求，提供模拟考功能。模拟考和正式考的科目要求、操作流程

完全相同（指定命题类的科目，如指定新闻稿件朗诵，模拟考和正式考使用的考试题目不一样）。

点击【考试】列表页上的【去模拟考】，模拟考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

进入模拟考考场内，请考生仔细阅读考试须知、考试科目数量、每个科目中的考察内容、拍摄要



求、注意事项、拍摄时间，部分考试科目会提供【示范视频】，考生请务必查看，以便更准确的了解

考试内容和形式。

请务必按照要求进行拍摄录制，可以进行多次模拟考，以找到最佳录制效果。考生可参考阅读小

艺帮 APP 上的《考试拍摄攻略 123》。

考试形式

每个科目，根据考试内容的不同，考试形式会有差别，考生请务必多参加模拟考以熟悉具体流程。

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指定考试项目，根据系统指导音完成，例如舞蹈基本功、个人形象等，考生只需要按步骤完成指

定动作，即可完成录制。

自备展示，考生进行自备的个人介绍、脱稿朗诵、声乐演唱、乐器演奏、才艺表演、舞蹈表演等，

展示完毕即可以停止录制。超过限定时间，系统会自动停止录制。

命题作答，例如视唱、模唱、指定稿件朗读、命题小品、即兴舞蹈等，系统会随机抽取题目，显

示在屏幕上或者直接播放音频，准备时间结束后开始作答，作答完毕即可停止录制。超过限定时间，

系统会自动停止录制。

作品创作，例如书法、绘画等，需要视频录制整个创作过程，并在视频中展示作品，录制完成后，

还需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对作品的拍照和提交。

具体见本文《各专业考试详细说明》

（三）正式考

第一步去考试

考生须在规定考试时间，参加正式视频录制，点击【去考试】，请仔细阅读“考前须知”，然后

进入正式考考场。我校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所有科目的考试视频，界面样式如下图。退出考场，

计时不会停止。如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科目的提交，视为弃考。

我校网上面试时间定为：2020 年 4月 18 日，具体各专业考试时间如下：

上午场：9:00-12:00，考试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音乐学、表演；

下午场：2:00-5:00，考试专业：舞蹈表演、表演（体育表演方向）、空中乘务（专科面试）

我校不限制各专业总体考试时间，但考生需要考试结束前提交所有视频。上午场播音与主持艺术、

音乐学、表演专业考生 9：00 开始允许考试，允许推迟登陆，但必须在 12：00 前提交视频；下午场舞

蹈表演、表演（体育表演方向）、空中乘务（专科面试）专业考生同理，14：00 开始允许考试，允许

推迟登陆，但必须在 17：00 前提交视频。



第二步人脸识别

开始具体科目考试，首先按科目要求或表演需要，根据系统引导，选择横屏或者竖屏拍摄，选择

前置或者后置摄像头。

根据语音提示进行人脸识别，请注意不要使用美瞳、不要化浓妆、不要有很大的脸部轮廓和五官

变化等，避免人脸识别失败，浪费考试时间。连续 3 次人脸识别失败，需要重新走“人脸验证”流程。

人脸识别通过后，需要调整人和手机的位置，请考生不要离开拍摄范围。

第三步录制次数

学校会针对考试科目设置可录制次数，如有多次录制机会，会有数字显示，详细见下图示意，否

则只有 1 次录制机会。

如果有多次录制机会，系统会允许考生对该科目进行多次录制，录制完毕后，可查看视频，并选

择其中最满意的 1 个视频，提交上传作为考试视频。【一经上传，不得更改！】



第四步提交视频

每完成一个科目即可提交，提交按钮在屏幕右上角，视频上传时可同时进行其他科目考试，不用

停留在上传页面，后台会自动完成上传任务。

也可以完成全部科目的视频录制后，再逐一提交视频。

有规定时间的考试，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且不超过考试时间），全部点击提交。

说明 1：重新上传

视频全部提交后，请考生务必确认上传状态，不要退出小艺帮 APP。如果视频上传失败，我们会

提醒您【重新上传】，请留意视频上传页或【考试】列表页底部，点击【重新上传】即可。您可以切

换 Wi-Fi 和 4G 网络进行尝试。

说明 2：注意事项

除非学校有特殊要求，否则正式视频录制中，不得出现任何可能影响评判公正的信息或标识（如

含考生信息的提示性文字、图案、声音、背景、着装等），更不得出现考生姓名、生源地、考生号、

证件号、就读中学等个人信息，否则将被视为违规，并取消报名资格。

考试须由考生本人独立完成（个别需伴奏或协助的科目除外，详细见学校公布的招生简章和具体

考试科目要求），过程中不得出现其他人在画面中。不得对考试内容进行截图、翻录、传播及任何形



式的公开。

说明 3：更多建议

正式视频录制为在线实时录制，录制时需保证手机电量充足，存储空间充足，建议连接优质 Wi-Fi

网络，关闭手机通话、录屏、外放音乐、闹钟等可能导致录制失败应用程序。

为保证视频录制效果，建议使用手机支架、手持稳定器等辅助设备进行拍摄，更多可参考小艺帮

APP 上的《考试拍摄攻略 123》。

（四）常见问题

1. 点击单个科目的“开始考试”按钮，进入到考试页面后立即被退出

可能原因如下：

如使用 wifi，请检查 wifi 连接是否正常。

如使用 4G，请检查 4G 流量是否正常稳定。

解决办法：

先检查是否存在网络问题，如不是，请联系小艺帮客服人员，客服 QQ：800180626。

2. 考试视频无法提交

可能原因如下：

(1) 考试时间结束。

(2) 考试次数用光了。

(3) 查看视频，显示视频文件损坏（损坏原因阅读考试相关中的问题 3）。

(4) 网络异常，无法上传文件。

解决办法：

如遇到 1、2、3，考试失败。如遇到 4，请尽快解决网络问题，及时上传文件。

3. 视频文件损坏

可能原因如下：

(1) 录制考试视频后，更换过手机，导致视频无法找到。

(2) 考试过程中离开了考试页面，导致视频未记录成功。

解决办法：

考试过程中请一定不要更换手机，考试前多进行模拟考试，熟悉考试流程。考试过程中务必不要

被打断，手机来电时务必挂掉，不要退出考试画面。

4. 实时录制视频有要求吗？

小艺帮对 APP 录制视频没有要求，对于服装和妆容需要参考我校《各专业考试详细说明》，建议

考生使用手机支架，调整好灯光等进行录制，考试前建议多次进行模拟考试，熟悉考试流程后再进行

正式考试。

5. 考试时间，报名时间、考试（拍摄）要求、退款的问题

联系学校或查看学校官网信息。

6. 考生在书法或者其他或其他过程中如果需要一边考试，一边看题目应该怎么办？

这个情况平台一般建议用前置摄像头进行考试，方便看到题目；



前置摄像头开启不会影响考生正常看题或者做其他操作，考生看完题目后可以点击隐藏，也可以

随时再打开题目。

六、小艺帮艺考视频拍摄建议

（一）拍摄场地

1. 正式考试前，务必多次模拟考试调整到最佳状态

小艺帮 APP 设有模拟考试的功能，请务必使用，反复调整找到拍摄时的最佳角度，最佳衣

着，最佳光线；将一切可控的参数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完成调整之后再去迎接你的一场或者多

场考试。

2. 镜头和人眼始终有所差别，效果调整要根据模拟考试的成片效果进行判断

简单来说，镜头对于光影的呈现和人眼对于画面的感知是有差别的，你需要通过你所使用

的手机镜头去确认你的每一项调整是否到位。

如：人眼在略显昏暗的环境中依然能正常视物，甚至在诸如夕阳、雾霭等环境中能感知不

一样的美，而有些镜头却难以捕捉暗光下的环境细节，呈现出的画面往往晦暗难看。

请务必通过观看模拟考视频成片效果来进行你的考前调整。

所有摄影作品，尤其刻画凸显人物的摄影作品，都需要为衬托人物形象准备良好的背景画

面。

对于本次考试而言，一个好的摄影背景应当具备以下特点：

(1) 干净舒适，整洁大方

(2) 温和低调，不抢人物的风头，不喧宾夺主

(3) 光源充足，光线明亮且亮度合适，保证能够看清考生的动作细节

为了达到这三点，建议您做好以下几项准备。

(1) 选择条件合适的场地进行考试，比如一个足够你施展的大房间，或者你平时练舞的舞

蹈室。

(2) 不要选择装饰装修以及墙面过于花哨的场地，尽量选择色彩统一，简单而不张扬的场

地进行考试拍摄。

(3) 决定好场地后对场地进行清扫整理，直到拍摄视野内不出现其他影响视觉效果的杂物。

(4) 通过模拟考试进行测试，调整场地的灯光，根据实际需要减少或者增加光源，直到视

频中你的人物形象清晰明亮，亮度合适的灯光会为你的形象加分。

(5) 根据场地的颜色选择衣着，尽量身着对比色进行考试，这样能让考官更明显的看到你

的形体特点。（如，场地是米白或者米黄色，你可以身着黑色进行考试）

(6) 打开模拟考模式，选取合适的角度，用手机屏幕来框选你的视频背景，并且在拍摄有

身体移动的考试项目时，要提前做好标记，防止自己考试途中不小心移动到画面之外。

（二）拍摄器材

手机拍摄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点：

 画面的整洁度



 清晰度和稳定性

 亮度和曝光

 人物是否变形

简单来说，画面看起来要干净舒适，拍摄的主体要清晰可见且画面不能出现抖动，此外视

频的亮度要合适，不能过暗或者过亮，最后视频中的人物的视觉效果应该和实际情况保持统一，

不能把人物拍的变形。

为了保证拍摄效果，在器材方面，建议您做好以下几项准备。

1. 拍摄前清洁你的手机镜头，镜头上的灰尘污渍以及水迹会让画面变得脏乱模糊。

2. 打开模拟考模式，手机位置保持固定，人物从远到近向手机移动，找到人物最清晰的

位置并牢记。

3. 通过模拟考试成片调校考场灯光强度，确保画面中不会出现过度曝光（过亮区域或者

亮斑）和过暗的情况即可。

4. 就线上艺考的拍摄来说，人物变形可以通过视频中人物腿部的视觉效果来进行测定—

—保持手机与地面垂直，人物站定不动，调整手机高度直到腿部视觉效果和实际情况几乎相同，

不过长也不过短即可。

5. 选择固定机位（也就是不移动手机）进行拍摄，你需要购买一个三脚架，用以保证画

面的稳定性。如果没有三脚架，也请务必用其他工具或方法，保证拍摄过程中手机与地面垂直。

6. 如果选择移动机位（移动手机）进行拍摄，你需要一个手机云台来确保画面的流畅稳

定，直接手持拍摄的方式如果不是专业或者发烧级爱好者，很难保证视频的质量。

7. 正式考试前，多使用模拟考拍摄几次，熟练使用机器。如果选择移动机位拍摄，务必

多家排练，考生和摄影师之间对于运镜的节奏是时机要形成默契。

（三）拍摄技巧

1. 模拟考系统将是你用来调整所有条件的必要选择，请一定多多使用

2. 考试中存在不同拍摄要求，如横屏拍摄和竖屏拍摄，在拍摄准备时要一并考虑到，分

情况进行调整。

3. 拍摄中，手机默认自动测光，画面明暗是否符合要求要通过模拟考试成片进行确认。

4. 找准焦距，手机拍摄默认自动对焦，当人物和镜头的距离发生变化，可能会出现画面

稍显模糊的情况，请在实际考试前多进行模拟考试，有意的控制移动范围。

5. 如何不把人物拍矮：首先手机屏幕要与地面保持垂直（建议购买一个三脚架或者手持

云台），在垂直状态下，手机拿的越高，人物在镜头中的形象就会越矮，调整手机高度，直到

腿部视觉效果和实际相符合即可。【手机放的过低，同样会导致人物肢体的变形，不利于取得

好成绩】

6. 手机屏幕能都显示出的区域，就是你考试的“舞台”和”边界“，不要在考试过程中

因为舞蹈动作等原因移动到画面之外，可以实现确定好考试区域，然后根据显示贴好标签提醒

自己。

7. 考生的衣着颜色不要和场地颜色近似，这样不利于突出考生形象，影响考官判断。



七、各专业考试详细说明

（一）播音与主持艺术

1. 考试科目：新闻复述及点评、指定稿件播读

2. 考试考前准备

(1) 考生应着播音服装。

(2) 考前准备好具有足够内存、电量以及拍照质量尚佳的手机，考试为实时录制，考生须

选择网络信号稳定且足以支持考试的场所，保证手机在考试期间录像正常。

(3) 为使拍摄画面符合考试要求，考生必须由他人协助拍摄或者选用手机支架，在模拟考

试中务必将镜头调整至合适角度，提前固定好最佳拍摄点（推荐使用三角架固定），确保考生

按考试过程要求出现在画面内。

(4) 为保证考试过程不受干扰，建议考生准备背景单一、安静无杂音的场所，注意避免或

减小风声、无关人员说话声、手机铃声等相关杂音，保证光线充足，确保拍摄视频画面清晰。

(5) 建议考生提前进入小艺帮 APP 进行注册和实名认证，我校播音与主持艺术的考试时间

为 4 月 18 日 9：00-12：00，请各位考生调整好时间，不要错过考试时间。

(6) 正式考试每科目有 3 次录制上传机会，每一次考试一旦开始无法暂停，完成 3 次所有

科目的时间大约为 15 分钟，建议考生在考试时段内尽早登录完成考试，并在本时段结束前选择

其中一次上传。

(7) 考前强烈要求考生到指定考试 App(小艺帮)进行模拟考试，熟练掌握考试流程，演练重

要环节，提前选择好拍摄距离和角度，确保本人拍摄画面清晰，提高考试时间利用率。模拟测

试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且不计入正式考试中。

(8) 考试过程中有任何来电、微信、QQ 呼入，都会导致考试中断，考试视为无效，因此正

式考试前，必须将手机设为来电拒绝模式，并退出微信、QQ 呼入相关程序，确保考试录制全过

程不受干扰。如通过无线网络流量进行考试，考生考前务必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退出占用

音频、视频的 APP 程序（如微信、QQ 等），以免影响正常考试。

(9) 考试禁止浓妆艳抹，禁止使用美颜，禁止搭配背景音乐，考生头发一率后梳（女生不

留刘海，男生不遮盖额头与眉毛），露出双耳，禁止戴耳环项链等饰品。

3. 考试要求

新闻复述及点评（120 分）：阅读新闻稿件，思考对热点新闻的观点（180 秒），进入考试

环节。考生先脱稿复述新闻稿件内容，再对新闻内容进行点评。要求播报状态积极、停连重音

明确、语义清晰明了、语言流畅自如；点评观点正确、事实清楚、道理明白、条理清晰、语言

顺畅。（考试期间不能离开画面）

指定稿件播读（80 分）：阅读指定节选散文（180 秒），随后朗读该节选片段，要求：声

音适中、语音规范、语义清晰、停连准确、语言流畅。（考生不能离开画面）

4. 考查内容：

(1) 考查学生文学稿件朗读能力，新闻播报能力和即兴评述能力。

(2) 要求普通话语音规范，嗓音圆润、清晰、明亮。



5. 拍摄要求：

(1) 考生须着播音服装，仪态端庄，保持站姿且平视前方。

(2) 竖屏正面拍摄，考试过程中不允许有其他声响。

(3) 由他人协助拍摄，镜头水平对准人物上半身，镜头翻转只能使用一次，慎重使用。

(4) 考试结束后，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超时系统将自动停止录制。

（二）舞蹈表演

1. 考试内容：形体展示、基本功、剧目

2. 考前准备

(1) 提前准备连体服、练功服，白色裤袜或黑色练功裤，舞蹈鞋。

(2) 自备剧目服装及道具

(3) 考前准备好具有足够内存、电量以及拍照质量尚佳的手机，考试为实时录制，考生须

选择网络信号稳定且足以支持考试的场所，保证手机在考试期间录像正常。

(4) 为使拍摄画面符合考试要求，考生必须由他人协助拍摄或者选用手机支架，在模拟考

试中务必将镜头调整至合适角度，提前固定好最佳拍摄点，确保考生按考试过程要求出现在画

面内。

(5) 为保证考试过程不受干扰，建议考生准备背景单一、安静无杂音的场所，注意避免或

减小风声、无关人员说话声、手机铃声等相关杂音，保证光线充足，确保拍摄视频画面清晰。

(6) 正式考试科目有 3 次机会，每一次考试一旦开始无法暂停，完成 3 次所有科目的时间

大约为 15 分钟，建议考生在考试时段内尽早登录完成考试，并在本时段结束前选择其中一次上

传。

(7) 考前强烈要求考生到指定考试 App(小艺帮)进行模拟考试，熟练掌握考试流程，演练重

要环节，提前选择好拍摄距离和角度，确保本人拍摄画面清晰，提高考试时间利用率。模拟测

试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且不计入正式考试中。

(8) 考试过程中有任何来电、微信、QQ 呼入，都会导致考试中断，考试视为无效，因此正

式考试前，必须将手机设为来电拒绝模式，并退出微信、QQ 呼入相关程序，确保考试录制全过

程不受干扰。如通过无线网络流量进行考试，考生考前务必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退出占用

音频、视频的 APP 程序（如微信、QQ 等），以免影响正常考试。

3. 拍摄要求：

(1) 考试时间与录制方向，根据小艺帮里面各项考试提示要求进行录制。

(2) 拍摄期间考生不准许离开拍摄画面，拍摄期间不得出现镜头翻转。

(3) 自备音乐与播放器。

(4) 考试结束，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超时系统将自动停止录制。

（三）表演

1. 考试内容：无实物表演、台词、形体展示

2. 考前准备

(1) 服装简单大方，能突出个人气质和精神即可



(2) 自备形体展示服装

(3) 考前准备好具有足够内存、电量以及拍照质量尚佳的手机，考试为实时录制，考生须

选择网络信号稳定且足以支持考试的场所，保证手机在考试期间录像正常。

(4) 为使拍摄画面符合考试要求，考生必须由他人协助拍摄或者选用手机支架，在模拟考

试中务必将镜头调整至合适角度，提前固定好最佳拍摄点，确保考生按考试过程要求出现在画

面内。

(5) 为保证考试过程不受干扰，建议考生准备背景单一、安静无杂音的场所，注意避免或

减小风声、无关人员说话声、手机铃声等相关杂音，保证光线充足，确保拍摄视频画面清晰。

(6) 正式考试科目有 3 次机会，每一次考试一旦开始无法暂停，完成 3 次所有科目的时间

大约为 15 分钟，建议考生在考试时段内尽早登录完成考试，并在本时段结束前选择其中一次上

传。

(7) 考前强烈要求考生到指定考试 App(小艺帮)进行模拟考试，熟练掌握考试流程，演练重

要环节，提前选择好拍摄距离和角度，确保本人拍摄画面清晰，提高考试时间利用率。模拟测

试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且不计入正式考试中。

(8) 考试过程中有任何来电、微信、QQ 呼入，都会导致考试中断，考试视为无效，因此正

式考试前，必须将手机设为来电拒绝模式，并退出微信、QQ 呼入相关程序，确保考试录制全过

程不受干扰。如通过无线网络流量进行考试，考生考前务必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退出占用

音频、视频的 APP 程序（如微信、QQ 等），以免影响正常考试。

3. 拍摄要求：

(1) 考试时间与录制方向，根据小艺帮里面各项考试提示要求进行录制。

(2) 拍摄期间考生不准许离开拍摄画面，拍摄期间不得出现镜头翻转。

(3) 形体展示自备音乐与播放器。

(4) 考试结束，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超时系统将自动停止录制。

（四）音乐学

1. 考试内容：视唱、模唱和弦、专业展示（声乐、器乐二选一）

2. 考前准备

(1) 服装简单大方，能突出个人气质和精神即可

(2) 自备形体展示服装

(3) 考前准备好具有足够内存、电量以及拍照质量尚佳的手机，考试为实时录制，考生须

选择网络信号稳定且足以支持考试的场所，保证手机在考试期间录像正常。

(4) 为使拍摄画面符合考试要求，考生必须由他人协助拍摄或者选用手机支架，在模拟考

试中务必将镜头调整至合适角度，提前固定好最佳拍摄点，确保考生按考试过程要求出现在画

面内。

(5) 为保证考试过程不受干扰，建议考生准备背景单一、安静无杂音的场所，注意避免或

减小风声、无关人员说话声、手机铃声等相关杂音，保证光线充足，确保拍摄视频画面清晰。

(6) 正式考试科目有 3 次机会，每一次考试一旦开始无法暂停，完成 3 次所有科目的时间



大约为 15 分钟，建议考生在考试时段内尽早登录完成考试，并在本时段结束前选择其中一次上

传。

(7) 考前强烈要求考生到指定考试 App(小艺帮)进行模拟考试，熟练掌握考试流程，演练重

要环节，提前选择好拍摄距离和角度，确保本人拍摄画面清晰，提高考试时间利用率。模拟测

试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且不计入正式考试中。

(8) 考试过程中有任何来电、微信、QQ 呼入，都会导致考试中断，考试视为无效，因此正

式考试前，必须将手机设为来电拒绝模式，并退出微信、QQ 呼入相关程序，确保考试录制全过

程不受干扰。如通过无线网络流量进行考试，考生考前务必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退出占用

音频、视频的 APP 程序（如微信、QQ 等），以免影响正常考试。

3. 拍摄要求：

1）考试时间与录制方向，根据小艺帮里面各项考试提示要求进行录制。

2）拍摄期间考生不准许离开拍摄画面，拍摄期间不得出现镜头翻转。

3）专业展示自备所需乐器。

4）考试结束，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超时系统将自动停止录制。

3、服装要求：服装简单大方，能突出个人气质和精神即可。

（五）表演（体育表演方向）

1. 考试内容：身体形态考察（10 分）、综合素质考察（25 分）、专项技能考察（65 分）

2. 着装要求

考生在考试过程中不得化妆、不得佩戴美瞳眼镜，长发考生需盘头或梳拉丁专业发型，露

出脸部完整轮廓，违反规定者该考试无效。

(1) 身体形态考察和综合素质考察

建议使用像芭蕾形体服、紧身九分裤之类服装，形体鞋。

(2) 专项技能考察

建议根据不同舞种使用对应拉丁专业训练服，表演服，赛服之类服装，需大方得体，避免

低俗化。建议穿着服装主要为便于考生完成考试内容和考试视频拍摄，考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

行选择。

3. 考前准备

(1) 考生考前准备好具有足够内存、电量以及拍照质量尚佳的电子设备，考试为在线实时

录制，考生须选择网络信号稳定且足以支持考试的场所，保证手机在考试期间录像正常。

(2) 为使拍摄画面与原考试作品高度一致，考生必须选用手机固定器（建议手机支架），

在模拟考试中务必将手机支架放置前侧适当位置，支架调到合理高度，手机调试至合适的录制

角度，提前固定好最佳拍摄点，确保考生和考试画面同时在拍摄范围内，以便高效利用考试时

间。

(3) 为保证考试过程不受干扰，建议考生准备背景单一、安静无杂音的场所，注意避免或

减小风声、无关人员说话声、手机铃声等相关杂音，保证光线充足，确保拍摄视频画面清晰。

(4) 考试过程中有任何来电、微信、QQ 呼入，都会导致考试中断，考试视为无效，因此正



式考试前，必须将手机设为来电拒绝模式，并退出微信、QQ 呼入相关程序，确保考试录制全过

程不受干扰。如通过无线网络流量进行考试，考生考前务必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退出占用

音频、视频的 APP 程序（如微信、QQ 等），以免影响正常考试。

(5) 每项正式考试科目有 3 次机会，每一次考试一旦开始无法暂停，完成 3 次所有科目的

时间大约为 5 分钟，建议考生尽早登录完成考试，并在规定时间内选择其中一次上传。

(6) 考前强烈要求考生到指定考试 APP(小艺帮)进行模拟测试，熟练掌握考试流程，演练重

要环节，提前选择好拍摄距离和角度，确保本人拍摄画面清晰，提高考试时间利用率。模拟测

试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且不计入正式考试中。

4. 考试拍摄要求

(1) 身体形态考察（录制时长：20 秒）：请考生按照指导音频依次完成正面半身、左侧半

身、右侧半身、正面全身（并自报身高体重）4 个视频镜头，考生身体数据信息（身高、体重）

真实，不能透露考生准考证号、姓名等信息，考试中途不能离开拍摄画面。

(2) 综合素质考察（录制时长：65 秒）：请考生按照指导音频，男生依次完成以下动作：

三面叉、体前屈（男）、正踢腿、侧踢腿；女生依次完成以下动作：三面叉、下桥（女）、正

踢腿、侧踢腿；考试中途不能离开拍摄画面。

(3) 专项技能考察（录制时长：180 秒）：考生自备考试内容（自选标准舞、拉丁舞、健美

操、啦啦操、爵士舞、现代舞、民族民间舞、街舞等），直接拍摄视频，表演完成可提前结束

录制。

（六）空中乘务

1. 考试科目：形象考察、普通话口试、英语口试、体能测试

2. 考生考前准备

(1) 正装（女生为裙装，男生为裤装）。

(2) 女生高跟鞋（鞋跟不超过 10 厘米）。

(3) 考生考前准备好有足够内存、电量以及拍照质量尚佳的电子设备，考试为在线实时录

制，考生须选择网络信号稳定且足以支持考试的场所，保证手机在考试期间录像正常。

(4) 为使拍摄画面与原考试作品高度一致，考生必须选用固定器（建议手机支架），在模

拟考试中务必将手机支架放置左前侧适当位置，支架调到合理高度，手机调试至合适的录制角

度，提前固定好最佳拍摄点，确保考生和考试画面同时在拍摄范围内，以便高效利用考试时间。

(5) 为保证考试过程不受干扰，建议考生准备背景单一、安静无杂音的场所，注意避免或

减少风声、无关人员说话声、手机铃声等相关杂音，保证光线充足，确保拍摄视频画面清晰。

(6) 每项正式考试科目有 3 次机会，每一次考试一旦开始无法暂停，完成 3 次所有科目的

时间大约 60 分钟，建议考生尽早登录完成考试，并在规定时间内选择其中一次上传。

(7) 考前强烈要求考生到指定考试 APP（小艺帮）进行模拟测试，熟练掌握考试流程，演练

重要环节，提前选择好拍摄距离和角度，确保本人拍摄画面清晰，提高考试时间利用率。模拟

测试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且不计入正式考试中。

3. 考试过程要求



(1) 形象考察（录制时长：35 秒）：请考生在摄像范围内绕场一周站定后，实事求是自报

身高体重，再根据提示音转身四个方向。（总分 20 分）

(2) 普通话口试（录制时长：60 秒）：请考生按照语音提示朗读系统随机抽取的中文稿件，

使用普通话且声音洪亮。（总分 15 分）

(3) 英语口试（录制时长：60 秒）：请考生按照语音提示朗读系统随机抽取的英文稿件，

使用英语且声音洪亮。（总分 15 分）

(4) 体能测试（录制时长：60 秒）：请考生根据语音提示完成，女生 20 个侧位抱头蹲起，

完成后蹲位停留 15 秒，男生 30 个标准俯卧撑，完成后撑位停留 15 秒。（总分 10 分）。

(5) 全程考试过程中不能透露考生准考证号、姓名等信息，且保证所提供的考生身体数据

信息（身高、体重）真实。

(6) 考生在考试过程中不得化浓妆、不得戴假睫毛，不得佩戴美瞳眼镜，女生着裙装时不

得穿着丝袜，女生需盘发，露出脸部完整轮廓，男生头发不能遮住五官。违反规定者该考试无

效。

(7) 考试过程中有任何来电、微信、QQ 呼入，都会导致考试中断，考试视为无效，因此正

式考试前，必须将手机设为来电拒绝模式，并退出微信、QQ 呼入相关程序，确保考试录制全过

程不受干扰。如通过无线网络流量进行考试，考生考前务必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退出占用

音频、视频的 APP 程序（如微信、QQ 等），以免影响正常考试。

八、成绩无效认定

1、考生考试过程中不按指令提示要求进行展示。

2、正式考试视频中不得出现任何可能影响评判公正的信息或标识，如含有考生信息的提示

性文字、图片、声音、背景等。

3、考生考试过程中拍摄视频上传不完整、或内容拍摄模糊无法评辨。

九、考试违规行为认定及处理办法

考生需严格遵守国家考试管理规定相关要求，独立完成考试，严禁代考等舞弊行为；在考

试过程中不得出现任何可能影响评判公正的信息或标识（如含考生信息的提示性文字、图案、

声音、背景、着装等），更不得出现考生姓名、生源地、考生号、身份证号、就读中学等个人

信息，否则将被视为违规，并取消考试资格。

对在艺术类考试招生过程中违规的考生、高校及有关工作人员，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

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对有弄虚作假等作

弊行为的考生，应取消相关考试的报名和录取资格，同时通报生源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取消该

生当年高考报名和录取资格。

加强艺术类录取新生的材料复核和专业复测。对于复测不合格、入学前后两次测试成绩差

异显著的考生，要组织专门调查。经查实属提供虚假作品材料、替考、违规录取、冒名顶替入

学等违规行为的，取消该生录取资格，并通报考生生源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倒查追责。对涉嫌

犯罪的，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

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及时报案，并配合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十、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英雄大道 901 号邮编：330044

招生办公室电话：0791-8389195882143608（传真）

计划管理录取中心电话：0791-8205010182050180（传真）

招生咨询电话：0791-8389088883909888

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zsb.nut.edu.cn

监督部门：南昌理工学院纪检监察室

监督电话：0791－82137828

小艺帮 App 技术咨询 QQ：800180626

广东招生联系老师：马鹏飞 13479108804

河北招生联系老师：徐少保 15083839633

吉林招生联系老师：黄明前 15970686957

山东招生联系老师：王洪梅 13767087909

天津招生联系老师：李金辉 138709555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