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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表演专业考试说明

第一部分：笔试

Ⅰ.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表演课程是高等艺术院校培养戏剧、影视演员的专业必修课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及

时代的发展，各门类艺术都在迅猛的变化中发展生存，表演也不例外，尤其是人文科学系统

中的戏剧艺术，想在社会大环境中生存壮大，必须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同时，随着物质生

活的日益丰富，观众的精神需要、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作为培养专业

演员的艺术院校，在演员的培养方面顺应时代的发展，跟上时代步伐，为艺术市场输送有竞

争实力、有永久创造力、高素质的表演艺术人才，是表演艺术教育的天职。

表演考试是为招收艺术类表演专业专科接本科学生而实施的入学考试。需要指出说明的

是，表演专业的专接本考试不同于普通高校表演专业招生考试，对于考生的内、外部素质的

考查要求更高一些。基础理论考核参照教育部对该课程的教学要求进行，表演是一门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学科，要求学生能够掌握相关的理论性知识，从而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笔试的考核方式，全卷满分为120分，考试时间为90钟。试卷包括填空题、名

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四个题型。其中，填空题分值为20分，名词解释为30分，简答题为

40分，论述题为30分。

II.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戏剧表演艺术的定义及创作任务

（一）知识范围

戏剧；戏剧艺术的四要素；戏剧艺术的艺术特点；戏剧艺术的创作任务。

（二）考核要求

1.了解戏剧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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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构成戏剧艺术的四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

3.能够理解戏剧艺术的存在形态及其艺术特点；

4.了解戏剧艺术的创作任务。

二、演员的总体素质及创作素质

（一）知识范围

演员的总体素质；演员创作的源泉来源；演员的创作素质；“七力”、“四感”。

（二）考核要求

1.了解演员的总体素质包含哪些方面；

2.能够正确的理解和认识演员的创作源泉来源于生活（直接生活与间接生活）；

3.了解演员需要具备的创作素质；

4.能够正确的理解“七力”“四感”的概念。

三、体验与体现的统一

（一）知识范围

“表现派”及其代表特点、代表人物；“体验派”及其代表特点、代表人物；体验与体

现二者的关系；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关系。

（二）考核要求

1.分别了解“表现派”、“体验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观点；

2.了解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关系；

3.能够正确的理解体验与体现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4.正确认识“两个自我”：即第一自我（演员）与第二自我（角色）

四、行动与规定情境、交流与适应

（一）知识范围

行动及行动三要素；规定情境；行动与规定情境之间的关系；潜台词与内心独白；“行

动的链条”；交流的形式。

（二）考核要求

1.了解行动与规定情境的概念及其二者之间的联系；

2.能够正确的理解潜台词、内心独白的概念；

3.理解“行动的链条”是什么；

4.能够理解交流存在的四种形式

五、分析剧本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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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范围

剧本与角色的分析内容；分析剧本与角色的重要意义和目的；贯串行动与最高任务；剧

本的贯串行动与最高任务。

（二）考核要求

1.能够了解剧本与角色分析的内容是什么；

2.能够正确认识分析剧本与角色的重要意义和目的；

3.能够分别理解剧本与角色的贯串行动与最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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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模拟试卷及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表演（笔试）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90 分钟）

（总分：120 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它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一、填空题（本大题共 20小题，每小题 1分，共 20分。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 ，是演员所创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是否具有审美价值的基础。

2.在戏剧艺术的构成中有四方面的要素：剧本、演员、观众和 。

3.演员的总体素质中真正起着决定因素的是演员本人的生活素养、思想水平和专业技巧，以

及他（她）的 与职业上的道德水准。

4.所谓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实际上是演员在创造角色时体验与 的关系。

5.德国戏剧家 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创建了史诗剧，成为人们公认的不同于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体系的另一个戏剧体系。

6. 是戏剧艺术、演员艺术的基础。

7.行动的三要素：做什么、为什么、 。

8.艺术心理中包含着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欣赏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等抽象思

维，也包含着艺术感知、 、艺术情感等意象思维，这些都是艺术心理学领域中的重要

因素。

9.1906 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近代话剧史上的第一个剧团—— 。

10. 规定情节、地点、时间三者必须完整统一，即每剧限于单一的故事情节，事件发

生在一个地点并在一天内完成。

11.所谓的 ，这是剧本的情节、剧本的事实，事件，时代，剧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生活环境，我们演员和导演对剧本的理解，自己对它所作的补充，动作设计，演出美术设计

师的布景和服装，道具，照明，音响及其它在创作时演员要注意的一切。

12. 是一位大师级导演，导演了一批具有高度艺术性和民族性的话剧作品，造就了一

大批表演艺术家。他的艺术理论中最精粹的部分，当数“心象说”。

13.交流从形式上可以分为： 、与想象的对象交流、与同演者交流以及在电影或电视

剧表演中的无对象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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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姚斯和伊泽尔是 思潮的先锋，他们认为美学研究应该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和

反应的阅读过程和读者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效果中的作用等方面。

15.演员的职责，主要是指演员 这个基本任务。

16.刘勰的《文心雕龙·情采》说：“情者文之径。”白居易《与元九书》说：“感人心者，莫

先乎情，奠始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从这些古典

文艺理论中，足以看出 对于创作的重要性。

17.在戏剧表演艺术中，演员所创造出来的人物形象要想真正具有审美的价值，就必须是

的统一。

18.演员创作素质需要“七力”、“四感”，“四感”指真实感、 、幽默感、节奏感。

19. 与适应力是演员必须具有的创作素质，它是演员在表演上能够真正地进行交流与适

应，真实地、有机地、有效地进行相互行动的基础，同时也是演员在表演上能够创造出角色

的情绪体验的基础。

20.表演艺术的鲜明特点是 ，演员自己既是创作者，又是创作的工具、材料和成品。

表演的这个特点是其他的文学、美术甚至是音乐、雕塑等所不具备的。

二、 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6 个小题，每题 5分，共 3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内心独白

2.感受力

3.潜台词

4.艺术心理学

5.信念感

6.舞台行动

三、简答题（本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8分，共 40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何为戏剧表演艺术？

2.什么是舞台行动三要素？

3.简述体验与体现的关系？

4.交流的形式分为哪几种？

5.何为“内心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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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1小题，共 3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作为一名演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表演（笔试）参考答案

一、 填空题（本大题共 20小题，每空 1 分，共 20 分）

1.真实

2.剧场

3．敬业精神

4．体现

5．布莱希特

6．行动

7．怎么做

8．艺术想象

9．春柳社

10．三一律

11．规定情境

12．焦菊隐

13．自我交流

14．接受美学

15.创作角色

16.情感

17.真、善、美

18.形象感

19.感受力

20.三位一体

二、 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6 个小题，每题 5分，共 30分）

1.内心独白：在规定情境中（1 分），人物行动过程的思想活动，在理解剧中人物的基础上进

行二度创作（2分），使角色的思想活动、人物性格更加清晰（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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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受力：是设身处地站在角色的角度去感觉角色的思想和感情的能力（1分），是体验情景、

事物所蕴含的内在情绪情感的能力（1分）。感受力是演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2 分），

是演员体验角色的第一步，没有感受力，就无从贴近角色，更无从进入角色，更无法涉及表

演角色（1分）。

3.潜台词：潜藏在剧本台词的背后（1 分），能够真正反映台词思想实质（1 分），揭示人物

语言行动（1 分），是人物要说而没有说的内心语言以及思想（2 分）。

4.艺术心理学：艺术心理学就是研究有关艺术方面的心理特征（2.5分）和心理规律的学科

（2.5分）。

5.信念感：信念感是演员必须具备的重要表演素质（2分），由于表演是需要艺术虚构的，这

就需要演员假戏真做，要把艺术的虚构创作成令人信服的艺术真实（2分），也就是我们常

说的真听、真看、真感觉（1分）。

6.舞台行动：在规定情境中（2分），演员按着角色的逻辑（1 分），执行角色的目的，有意

识，有特殊方式的行动（2 分）。

三、简答题：（本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40 分.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何为戏剧表演艺术？

戏剧表演艺术是演员在剧作家所创造出来的文学形象的基础上（2 分），再创造出有血

有肉、活生生的舞台人物形象的艺术（2 分）。这种舞台人物形象的创造是否能够称之为艺

术，不仅在于他（她）应该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更主要的还取决于演员所创造

出来的人物形象是否具有审美价值（1 分）。这种审美上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演员创造出来的

人物形象必须真实（1 分），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哲理（1 分），而且要美（1 分）。

2.什么是舞台行动三要素？

（1）作什么——任务（2分）

（2）为什么做——目的（2 分）

（3）怎样做——适应（2分）

做什么和为什么做，即行动的任务和目的都带有意识的性质，它们都是可以受意志支配

的，是可以预先确定的。也就是说，演员可以事先确定行动的任务，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给自

己找出行动的目的，还可以事先确定将采取什么行动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在行动中要怎

样做——适应，就有所不同了（1分）。

真正的创作要求演员必须和同演者在行动中建立起一种活生生的交流过程，并且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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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交流的基础上创造出有机的适应——怎么做（1分）。

3.简述体验与体现的关系？

演员在表演创作时，对于角色的内心生活和思想情感的体验应该是起主导作用的，是

基础的，在人物的创作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 分）。外部的体现应该是在体验的基础上产

生的，是从属的，但又反过来为表现人物的内心生活与思想情感服务（2 分）。体验与体现

的目的是为了塑造出一个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因此既不能是为体验而体验，也不能脱离

了体验的基础仅仅去追求表现的形式。体验与体现是形与神的关系，他们是互为表里、缺一

不可的（2 分）。没有体验的表现必然是苍白的、缺乏感染力的，然而有了体验但找不到鲜

明的表现形式，即使是最丰富的体验也难以得到完美的体现，同样也难以动人心魄（2 分）。

4.交流的形式分为哪几种？

交流从形式上可以分为：自我交流、与想象的对象交流、与同演者交流以及在电影或电

视剧表演中的无对象交流等。

自我交流是演员在行动中与自己的思想、情感之间的交流（2分）；

与想象的对象交流，这种交流并不存在真正的交流对象，对象只不过是人物虚构出来的

幻象（2 分）；

与同演者交流，这种交流是在相互行动中进行的，所以也有人把这种交流称之为“相互

行动”（2 分）；

无对象交流，严格地说也是一种与想象中的对象的交流，在戏剧表演中，演员向幕后并

不存在的对象打招呼、对话或呼喊等，都可以说是无对象交流（2分）。

5.何为“内心视像”？

在生活中，人们说出一句话的时候，总是或多或少地会在自己的头脑中出现自己所要说

的那句话的形象，总会在自己的想象中或多或少地看到它（3 分）。演员在表演中也应该如

此，这种在演员的想象中所呈现出来的形象被称之为“内心视像”（3 分）。演员在运用言语

动作时，就应该创造出这种“内心视像”，并且把它传达给同演者，感染与之交谈的同演者

（2 分）。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30分.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作为一名演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一）演员的外部素质

演员在表演中，最终任务是以自身作为创作材料和创作工具，创造出各具特色的鲜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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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有血有肉、鲜活的艺术形象，主要依靠演员的形体行动，包括形体动作和言语动作，“身

体、动作、表情、声音和一切传达最细致的内心体验的手段”对角色进行体现。按照这一创

作规律，演员的外部素质主要要求合乎条件的外部形象和声音、语言条件。（10分）

（二）演员的内部素质

决定演员成功与否的关键还在于他的各种内部素质。这个综合体包括身体素质，人的特

性，记忆力，想象力，激动性，敏感性，感受力。所有这些资质，无论单独或者合在一起，

都应当具有魅力，并且相互和谐地配合。演员内部素质的几点基础要素：集中注意力、敏锐

的观察力、深刻的感受力和丰富活跃的想象力。

第一，注意力。演员素质对注意力的要求是积极、稳定、意志集中。（4分）

第二，观察力。演员的素质中对观察力的要求是敏锐、细致。（4 分）

第三，感受力。演员素质对感受力的要求是深刻、细腻、敏锐而真挚。这里的感受力指

的是情感、情绪的体验能力。（4 分）

第四，想象力。对于想想，相信我们都不会陌生。“在心理学中华，想想作为一种心理

活动，是在人脑中对已有的表象进行加工创造，形成新形象的过程。”演员素质中，对想象

力的要求是丰富而活跃。在心理学里，“想象是人对头脑中已有的表象进行改造而产生新形

象的心理过程。想象力就是改造已有的表象并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4分）

从这几点中就可以看到，演员的内部素质几乎全部包含于心理活动的范畴。从演员的工

作特性来看，演员必须把自己整个的心灵贯注到角色里面去。也就是说，以自己的心理活动

去“体验”角色全部精神生活，演员“以自己的心理活动”去“体验”角色的精神生活，通

过自己的心理活动来完成任务，也要求具备相应的内部素质。将“体验”用“艺术的形式”

表现出来，即体现的过程中，如何掌握节奏，如何控制形体，也都离不开自我心理的调节，

同样要求具备相应的内部素质。（4 分）（举例环节，根据学生不同的认知结合答案酌情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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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面试

一、内容概述与总要求

（一）声乐

考试从歌曲演唱的音准、节奏、歌唱的表现力、舞台的实践能力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考察。

了解学生是否掌握基础声乐理论知识，从音色、音准节奏等方面挖掘学生潜在的歌唱能力。

声乐是表演课程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对学生的气息训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跟表演中的台

词、形体等课程紧密衔接，歌唱的呼吸及发声位置与歌词、台词的真正结合。也通过声乐课

程，使学生了解基本声乐理论知识和发声技能，掌握气、声、字的统一，提高学生的声音表

现力及歌曲演唱能力，为培养具有高素质、发展全面的表演专业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台词

台词考试是为招收艺术类表演专业专科接本科学生而实施的入学考试。为了体现上述各

专业类别的不同，表演专业专科接本科的台词考试内容为：自选文学作品朗诵、人物独白。

目的是考察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与表现能力即声音条件、理解力、表现力、感受力等。参加

台词考试的学生应具备良好的嗓音条件，掌握标准的普通话发音，以及基本的发声方法，吐

字清晰、圆润，打远，语句表达流畅。能够在自选的朗诵作品上，运用基本的艺术语言内外

部技巧，在理解的基础上，刻画及丰富作品的内容（或人物性格）、内涵，朗诵时情绪饱满，

声情并茂。

（三）形体

形体考试是为招收艺术类表演专业专科接本科学生而实施的入学考试。考试内容为：

测试学生通过各动作组合的展示，来考察其是否能够充分解放四肢，在形体组合过程中具有

一定的反应能力以及适应能力，其肢体表演是否具有一定的可塑性。考核内容可以是古典舞、

民族民间舞、现代舞、街舞、健美操、拳术等。 要求学生规范完成各组合，注意每一个组

合的要求和要领，动作到位、节奏清晰，并有一定的肢体表现力。

（四）表演

表演专业的专接本考试不同于普通高校表演专业招生考试，对于考生的内、外部素

质的考查要求更高一些。主要测试考生是否具有良好的形象条件（如身高、五官、体型），

是否具备演员的基本素质（如感受力、想象力、表现力等），能够在规定情境下展开舞台行

动，初步具有刻画人物形象的能力。

二、考试形式

（一）声乐考试采用考生现场演唱的形式，考试时间为 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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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词考试采用考生单人作品现场朗诵的考试形式，考试时间为每个学生 3-5 分钟。

（三）形体考试采用考生单人形体作品现场面试的考试形式，考试时间为每个学生 3-5

分钟。

（四）表演考试，考生随机抽取试题，根据试题编演即兴小品。（注：集体小品控制在

5分钟以内；双人或单人小品时间控制在 3分钟以内）。

三、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声乐

1.正确运用呼吸、腔体、及声乐技巧，能够准确掌握作品风格。

2.能够准确流畅的演唱作品，在咬字、音准、节奏、技巧等方面有一定的基础，有良好

的台风。

3.能够完整完成所演唱作品，在情感和音乐的表达上也能够连贯的完成。

（二）台词

咬字清晰，字音准确，声音洪亮、达远；语言流畅生动，节奏鲜明，能够把握作品的主

题，意会清楚、准确，感情真挚，表达自然。

（三）形体

动作规范，能够完整完成各组合，能够准确把握音乐的节奏感，有丰富的肢体表现力。

（四）表演

考察学生能够建立真实的人物关系，在相互行动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是怎样解决的。

要求有简单的规定情境，并能很快地适应不断变化的规定情境，并不断变化感觉。考生在表

演中应按照生活逻辑展开艺术想象完成考试题目。

四、评分标准

满分为 120分，其中声乐 20 分，台词 40 分，形体 20分，表演 40分。

（一）声乐（20分）

1.优秀：舞台形象、舞台表现非常好，作品处理细腻，整体表现完整、出色，情感表达

好，作品难度较大，音域较宽，音乐的掌控能力好。（16-20分）

2．良好：舞台表现良好，能够完整作品，有一定的音乐处理和情感表达，作品难度适

中，有基本的演唱技巧。（12-15分）

3.中等：舞台表现一般，能够完整完成作品，基本完成作品的技巧处理（音准、节奏、

基本技术等），作品难度一般，有音乐处理和情感的表达，但表现一般。（10-12 分）

4.差：舞台表现差，不能够完整完成作品。有重大失误出现（音准、节奏、基本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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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几乎没有音乐处理和情感表达。（10 分以下）

（二）台词（40分）

1.优秀：脱稿，普通话纯正，吐字清楚，字音准确，意会清晰，把握节奏准确，能够深

入的理解所表达的作品，并能很好的体现。（35-40分）

2．良好：能脱稿，字音准确，声情并茂，重音、咬字有些问题，但语言基本流畅。（30-35

分）

3．中等：对作品不能深入理解，或对作品把握较为被动者，但能脱稿并基本能够用普

通话朗诵稿件，且语言错误不超过三处。（20-30 分）

4．差：对于不能背诵所选的朗诵作品，且无任何理解与表现。（20分以下）

（三）形体（20分）

1.优秀：动作规范，能够完整完成各组合，能够准确把握音乐的节奏感，有丰富的肢体

表现力。（16-20 分）

2.良好： 动作较为规范，基本完成组合，节奏把握较为准确，有一定的肢体表现力。

（12-15 分）

3.中等：动作基本规范，尚能完成各形体组合，节奏把握较为准确，肢体表现力一般。

（10-12 分）

5.差：动作不规范，无法完成组合，节奏不准确，欠缺表现力。（10 分以下）

（四）表演（40分）

1.目测考察要素：五官、身材、形象、气质。要求身材匀称、比例协调，五官端正（对

极个别可做特型演员培养，可灵活掌握），气质较好，大方得体。（10分）

2.审题准确：对小品的立题风格、形式理解准确，能鲜明表达主题并有创意。（10

分）

3.表演状态松弛、灵活，能够在规定情境下组织舞台行动，理解和感受能力强。（10

分）

4.具有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人物形象感较强。（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