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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音乐学院 2021年本科招生简介

(四川考生)

一、学院概况

四川音乐学院前身是创建于 1939年的“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1959

年更为现名，成为当时国内具有本科办学层次的六所专业音乐院校之一。学校

有武侯和新都两个校区，总占地面积 1200余亩，设有 26个教学部门、10个研

究机构。办学层次涵盖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专科教育、成人教育和中等艺

术教育，在校生规模 16000余人。

学校秉承“办好艺术教育、培养一流人才、促进文艺繁荣”的办学理念，

恪守“尚美创新”的校训，坚持立足现在、弘扬传统、面向未来的办学思路，

深化改革创新，推动一流学科建设，努力形成高水平艺术人才培养体系，扎实

推进建设专业水平高、教学科研能力强、立足四川、面向全国的创新型、开放

型、特色型、精品型艺术院校。

学校以音乐与舞蹈学科为主体，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与设

计学等学科综合协调发展，学科建设不断完善，学科布局持续优化。省级重点

学科为：作曲、键盘乐器、绘画。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为：音乐表演、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录音艺术。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为：音乐学、舞蹈

学、绘画、产品设计。省级应用型示范专业为：录音艺术、环境设计、产品设

计。国家级线下一流课程：钢琴演奏。省级线下一流课程：钢琴演奏、设计程

序与方法。省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二胡演奏。省级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乐队合奏排练（行进乐/爵士）。课程思政省级专业教育类课程:中国音乐史、

MIDI 意序技术。省级创新创业教育示范课程：空间造型基础。省级优秀教学团

队为：作曲系作曲主科教研室、钢琴系钢琴主科教研室、管弦系弦乐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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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系美声教研室、手风琴电子键盘系手风琴教学团队。学校有音乐与舞蹈学、

美术学、艺术学理论三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艺术硕士（MFA）、教育硕

士两个专业学位授权点。2013 年获批四川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学校现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352人，其中：二级教授 13人，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2人，部优专家 1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13人，四

川省突出贡献优秀专家 5人，四川省教学名师 3人。学校还有多个由热爱艺术

教育事业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专家教授组成的教学团队。老一辈音乐教育家常苏

民、羊路由、刘文晋、郎毓秀、但昭义、马一平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在海内外

均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学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国家发明奖 1 项，省教学成果奖 25

项，省哲学社会科学奖 26 项，“中国音乐金钟奖”33项，德国工业设计“红

点奖”5 项，发明专利 31项。近五年来，学校师生在国际、国内重大比赛和评

奖中获得国际奖项 470 项、国内奖项 1500 项，其中国家级和省部级授予的奖项

85项。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 9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立项 29项。出版各类著

作 167 部，发表学术论文 1500 多篇。学校拥有“中国——中东欧青年艺术人才

培训与实践中心”“数字媒体艺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西南音乐研究中心”

“四川音乐艺术普及基地”“中华传统音乐研究院”等一批省级重点学术研究

平台，与国外学术机构建设有“中美视觉艺术表演中心”“法国格拉姆电子音

乐创研中心”等学术研究机构，负责“中国音乐剧协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四

川省音乐文学学会”和“四川省数字媒体艺术协会”等学术团体的日常工作。

学报《音乐探索》是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方针，积极拓展对外交流合作，重视国际学术和人文交

流，积极传播中国文化，举办各级各类国际交流活动，参与国家和省委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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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涉外活动。学校与 10多个国家的 40余所海外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先后选

送学生 300 余人次赴海外研修学习和攻读学位，每年有超过 200 名在校本科生

参加各类海外交流项目。学校从 2003年开始招收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

学校积极服务中心大局，大力开展校地合作，深度参与脱贫攻坚，助力地

方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发展，与多个城市、知名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学校联合全国十所专业音乐学院成立“中国专业音乐学院原创音乐发展联盟”，

推进中国原创音乐发展。学校积极响应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牵头成立了“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艺术联盟”，共有 72所高校参与，为成渝双城文化艺术、

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学校与成都市共建的“成都城市音乐厅”已正式投入

使用，成为学校与地方文化艺术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为学校艺术实践提供了

高水平展演场地，也有力地推动了成都市打造“音乐之都”和“西部文创中心”。

经过八十多年的办学发展和几代川音人的共同努力，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专业艺术人才。涌现了作曲家高为杰、何训田、贾达群，歌唱家范竞

马、霍勇，表演艺术家刘晓庆,钢琴教育家但昭义，钢琴演奏家李云迪、陈萨，

小提琴演奏家宁峰、文薇等一批杰出校友，在国际国内享有很高声誉。近年来，

学校还培养了李宇春、谭维维、何洁、王铮亮、魏晨等一批流行音乐歌手，活

跃在各类舞台上，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校将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落实新时

代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人才培养中心定位，

强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服务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和省委省政府中心工

作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实施“人才振兴、内涵发展、改革创新、追赶跨

越、开放合作”五大战略和“创新驱动、人才强基、学科攀升、教学提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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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提升、外向拓展、基建提升、党建引领”八大工程，努力把川音建成优势突

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高等艺术院校！

二、培养目标

培养政治合格、德艺双馨、全面发展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三、本科层次招生专业

（一）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类各专业

教学单位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学费

（元/年）
学制

就读

地点

作曲系

作曲与作曲

技术理论

12000

五年

武
侯
校
区

（
成
都
市
新
生
路6

号
）

音乐表演

乐队指挥与合唱指挥

钢琴系 钢琴、钢琴伴奏

四年

手风琴电子

键盘系
手风琴、电子管风琴（原双排键电子琴）、电子钢琴

管弦系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长笛、双簧管、

单簧管、大管、圆号、小号、长号、大号、木笛、竖琴

民乐系
琵琶、扬琴、柳琴、古筝、古琴、阮、笙、唢呐、竹笛、

二胡、大提琴、箜篌

现代器乐系
打击乐（含民族、西洋打击乐）、古典萨克斯管、古典

吉他

声乐系 声乐（美声唱法）

民族声乐系 声乐（民族唱法）

歌剧合唱系 歌剧表演

音乐教育学院
音舞、管乐与乐队训练

音乐学 9600音乐学系 理论

实验艺术学院 钢琴调律、提琴制作、管乐修造、民族乐器研制

流行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声乐（流行演唱）、流行歌舞、流行器乐（架子鼓、流

行键盘、电吉他、电贝司、民谣吉他、流行萨克斯管）

12000

新
都
校
区

（
成
都
市
新
都
区
蜀

龙
路
）

戏剧学院 音乐剧

舞蹈学院 舞蹈表演 中国古典舞表演、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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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学：戏剧与影视学类各专业

教学单位 专业名称 学费（元/年） 学制 就读地点

电子音乐系 录音艺术 12000

四年

武侯校区

成都美术学院 动画 9600

新都校区

（成都市新都区蜀龙路）

戏剧学院 表演 12000

国际演艺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9600

传媒学院

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2000

国际演艺学院

戏剧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三）艺术学：美术学类各专业

教学单位 专业名称 学费（元/年） 学制 就读地点

成都美术学院

雕塑

12000

五年
新都校区

（成都市新都区蜀龙路）
绘画 四年

（四）艺术学：设计学类各专业

教学单位 专业名称 学费（元/年） 学制 就读地点

成都美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7200 四年
新都校区

（成都市新都区蜀龙路）

公共艺术

环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产品设计

艺术与科技

（五）艺术学：艺术学理论类专业

教学单位 专业名称 学费（元/年） 学制 就读地点

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 艺术史论、艺术管理 9600 四年
新都校区

（成都市新都区蜀龙路）

注：①请考生仔细看清上述各招考方向的名称及所属的教学单位，以

免误填。一经录取，一律不予更换所属教学单位。

②凡报考我校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考生，录取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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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招生处在相关部门监督下根据拟定的 2021 年各教学单位招生计划将上

述两个专业新生随机分配到具体的院系就读。

四、报考对象和条件

符合普通高等学校年度报名资格和条件的考生均可报考。

五、文化及专业考试

（一）文化考试

凡报考我校艺术类各专业的四川考生均须按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规定办

理文化考试报名手续，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

（二）专业考试

凡报考我校艺术类各专业的四川考生，均须参加四川省统一组织的该类专

业统考。

六、招生计划
学校依据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 2021 年普通本科招生计划，根据生源情

况，制定我校在川的分专业招生来源计划。在填报高考志愿前，通过省级招生

考试机构向社会公布。

七、政考及体检
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健康检查，由考生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

招考办，按普通高校招生的有关规定统一办理。

八、录取规则
在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及体格检查合格、专业考试成绩和高考文化课成

绩均达到四川省招考委划定的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情况下，对符合我校投档比例

的进档考生，根据其填报的志愿顺序，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各专业具体录取办法在填报高考志愿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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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注意事项
(一)部分专业考生身体条件要求：摄影、影视摄影与制作、雕塑、绘画、

数字媒体艺术、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公共艺术、产品设计、艺术与科技、

动画、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各专业要求考生无色盲。

(二)四川音乐学院当年录取的音乐表演和理论专业本科生，经学校专家委

员会认定专业特别优秀者可享受减免 1 至 4 年学费以及提供参加学院认可的专

业比赛所需部分费用。

（三）学院每学年选拔、培养 30名“专业拔尖人才”，给予每生培养资助

经费 5 万元。每学年选拔、培养 100 名“专业优秀人才”，给予每生培养资助

经费 0.5 万元。

(四)各专业收费标准如有调整一律按新批准的收费标准执行。

(五) 新生入学后两月内，学院将进行专业复测和身体复查。复测、复查不

合格的学生，依据招生工作有关规定处理。

(六)本简介仅供四川考生参考，由四川音乐学院招生处负责解释。

邮编地址：610021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新生路 6号

招生部门：四川音乐学院招生处

咨询电话：（028）85430270
传真电话：（028）85430284
学校网址： http://www.scc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