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戏剧学院 2021 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 

各系部研究方向介绍、考试科目说明 

 

一、表演系 

1.研究方向介绍 

（01）戏剧（影视）表演理论与实践（表演）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旨在深⼊学习和掌握现实主义表演创作⽅法及演员训练⽅法的理论

与实践；关注与研究不同⻛格流派的表演创作⽅法及演员训练⽅法的规律

特征；启发学⽣进⾏创造性、探索性的艺术实践活动。使学⽣能够⽤全⾯、

发展的眼光看待戏剧表演艺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前景，不仅就表演艺术

⾃身⽽论，也能站在世界和本⺠族戏剧⽂化的⻆度观照表演艺术，并且能

够横向联系⽂学、⼼理学，哲学、社会学、⼈类学等相关学科，多维度探

寻表演艺术的创作规律和发展空间。培养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理论素养和

科研能⼒，能理论结合实践，具有⾼⽔平创作实践能⼒的表演艺术⼈才。 

主要包括表演创作实践、表演基础理论研究、演员训练⽅法研究、表

演艺术发展历史与现状批评研究四个⽅⾯。 

（02）戏剧（影视）表演理论与实践（台词）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旨在深⼊学习和掌握现实主义表演创作⽅法及演员训练⽅法的理论

与实践；关注与研究不同⻛格流派的表演创作⽅法及演员训练⽅法的规律

特征；启发学⽣进⾏创造性、探索性的艺术实践活动。使学⽣能够⽤全⾯、

发展的眼光看待戏剧表演艺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前景，不仅就表演艺术

⾃身⽽论，也能站在世界和本⺠族戏剧⽂化的⻆度观照表演艺术，并且能

够横向联系⽂学、⼼理学，哲学、社会学、⼈类学等相关学科，多维度探

寻表演艺术的创作规律和发展空间。培养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理论素养和

科研能⼒，能理论结合实践，具有⾼⽔平创作实践能⼒的表演艺术⼈才。 

研究探索当代戏剧创作和表演、台词的实践，以及相关的⽂化历史和

传统知识。研究戏剧和表演本身、表演和台词本身以及与其它学科的相互



关系。进⾏多种台词训练法横向⽐较研究，以及对台词发展进⾏前瞻性的

研究。 

（24）戏剧表演（表演）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以表演创作实践为主，以实践带动理论研究与开发。旨在提升有创作

实践经历的演员的创作素质、表演技巧和⽂化艺术修养。以“名家名剧”、

“经典戏剧⼈物”为创作素材，训练演员对于戏剧作品的理解⼒和创作“复

杂⼈物形象”的能⼒。 

开拓演员的表演创作思维、创作视野及创作观念。⿎励尝试不同⻛格

流派戏剧的表演创作实践，了解喜剧，悲剧、正剧，荒诞派戏剧，形体戏

剧、独⻆戏、哑剧等诸多⻛格化表演创作的艺术规律特征。培养具有良好

的专业素质、⽂化艺术修养和⽣活底蕴，掌握娴熟的表演创作技巧，具有

国际化视野和⺠族⽂化修养的优秀表演艺术⼈才。 

（25）戏剧表演（形体）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包括形体表演、形体创作实践、表演基础理论研究、演员形体训练⽅

法研究、演员形体创作⽅法研究等五个⽅⾯。该研究⽅向旨在指导学⽣深

⼊学习和掌握表演创作中演员形体训练⽅法与创作运⽤的理论与实践；关

注与研究不同⻛格流派的形体表演创作⽅法及演员形体训练⽅法的规律

特征。 

（26）戏剧表演（声乐）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主要培养学⽣掌握表演中声乐⽅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

对⻄⽅歌剧和中国新⺠族唱法歌曲⻛格理论知识的掌握和演唱能⼒，同时

在中国诗词演唱上进⾏深⼊研究，训练中国诗词新唱⽅法。 

 

2.考试科目说明 

（1）综合基础一（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题

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查戏剧表演艺术基础理论知识、文化艺术

修养及审美鉴赏水平等。 

（2）戏剧（影视）表演理论（业务课二）：考查考生对表演艺术基础

理论知识的运用，主要包括对考生演出创作实践活动的分析、对观摩活动

的分析、对于戏剧及表演艺术发展现状的思考、对于表演艺术理论中的重

要核心问题的辨析与阐释等。 

 

3.部分参考书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演员自我修养》（一、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 

（3）《演员创造角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 

（4）《戏剧表演基础》,梁伯龙、李月主编 

（5）《表演考学教学问答》,张仁里著 

（6）《舞台语言基本技巧》,中央戏剧学院编 

 

 

二、导演系 

1.研究方向介绍 

（03）戏剧导演理论与实践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培养掌握坚实的戏剧基础理论并熟悉创作规律，了解当代戏剧创作的

进展与动向，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具有较全面的文史哲相关知识，能从

事戏剧导演理论研究及教学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该研究方向要求学生在本

科所学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专业基础理论，增强对具有学术性课题的

兴趣，在对所选课题的研究中形成较新颖独特的观点，在三年的学习过程

中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为独立开展导演艺术研究做好全面准备。 

（27）戏剧导演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培养掌握坚实的戏剧基础理论与创作规律，了解当代戏剧创作的进展

与动向，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具备熟练的导演创作技巧、较高的艺术鉴

赏能力、较强的实践能力，能从事戏剧导演创作及教学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该研究方向要求学生在本科所学知识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专业基础理论，掌

握戏剧导演、表演的基本理论与艺术技巧，掌握导演创作规律，具备独立

进行导演创作的能力，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进一步养成导演创作思维，为

从事导演创作做好全面准备。 

（28）戏剧导演（戏曲）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培养掌握扎实的戏剧戏曲基础理论与创作规律、了解当代戏剧创作的

进展与动向、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具备熟练的戏曲导演创作技巧、较高

的艺术鉴赏能力、较强的实践能力、能从事戏曲导演创作、研究及教学的

高层次专门人才。该研究方向要求学生进一步强化戏曲导演专业基础理论

学习，掌握戏曲导演、表演的基本理论与艺术技巧，掌握戏曲导演创作规

律，具备独立进行戏曲导演创作的能力，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进一步养成

戏曲导演创作思维，为从事戏曲导演创作做好全面准备。 

 

2.考试科目说明 

（1）综合基础二（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题

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查学生对导演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

内容涉及戏剧导表演基础理论及创作原理与技巧、戏剧美学基础理论、演

剧艺术史、导演流派研究、演出现状分析、戏剧艺术及理论研究的发展相

关知识。 

（2）综合基础十八（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

题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查内容涉及戏曲导表演基础理论及创作原



理与技巧、戏曲美学基础理论、戏曲演剧艺术史、戏曲导表演流派研究、

演出现状分析、戏曲艺术及理论研究的发展相关知识。 

（3）导演构思（业务课二）：根据提供剧本中所指定的片断，结合全

剧，对片断进行简明扼要的导演构思。需要写出通过何种舞台空间处理、

角色处理、舞台调度处理、音乐音响处理及其他艺术手段，来体现对这一

片断的导演构思。舞台空间处理用简明透视图或平面图示意均可，亦可加

注文字说明。撰写构思的行文中，应在平面图上标出一系列重要的舞台调

度。 

（4）戏曲剧本分析与导演构思（业务课二）：根据提供的戏曲剧本中

所指定的片断，结合全剧，对片断进行简明扼要的剧本分析。并且在剧本

分析的基础上写出通过何种舞台空间处理、角色处理、舞台调度处理、音

乐音响处理及其他艺术手段，来体现对这一片断的导演构思。舞台空间处

理及构思中一系列重要的舞台调度可以用文字说明，也可以用简明透视图

或平面图示意。 

 

3.部分参考书目 

“戏剧导演理论与实践”方向（03）、“戏剧导演”方向（27） 

（1）《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导演学基础教程》鲍黔明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年版 

（3）《中国话剧通史》葛一虹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年版 

 

 “戏剧导演（戏曲）”方向（28） 

（1）《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3）《戏曲导演教程》，逯兴才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 1月版 

（4）《导演学基础教程》，鲍黔明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年 4 月

版 

（5）《中国戏曲通论》，张庚、郭汉城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 年 11

月版 



（6）《中国戏曲学概论》，朱文相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年 9月版 

（7）《戏曲角色创造教程》，赵景勃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年版 1

月版 

（8）《中国京剧史》，北京市/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中国戏剧出

版社 2005 年版 

 

 

三、舞台美术系 

1.研究方向介绍 

（04）舞台美术史论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一定的理论研究能力、较强创造性

思维，能够独立完成舞台美术史论相关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05）舞台美术理论与实践（舞台设计）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一定的理论研究能力、较强创造性

思维，能够独立完成舞台设计相关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06）舞台美术理论与实践（灯光设计）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一定的理论研究能力、较强创造性

思维，能够独立完成舞台灯光设计相关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07）舞台美术理论与实践（舞台造型体现）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一定的理论研究能力、较强创造性

思维，能够独立完成舞台造型体现相关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08）舞台美术理论与实践（人物造型）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一定的理论研究能力、较强创造性

思维，能够独立完成人物造型设计相关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29）舞台美术（舞台设计）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和较强创作实践能力，能够独立完成

舞台设计相关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30）舞台美术（灯光设计）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较强创作实践能力，能够独立完成

舞台灯光设计相关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31）舞台美术（人物造型）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较强创作实践能力，能够独立完成

人物造型设计相关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32）舞台美术（舞台技术）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较强创作实践能力，能够独立完成

舞台技术相关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33）舞台美术（演艺影像设计）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较强创作实践能力，能够独立完成

演艺影像设计相关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2.考试科目说明 

（1）综合基础三（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题

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查学生在文学、戏剧、美术及舞台美术专

业方面的基础知识、文化修养和理论水平。 

（2）舞台美术理论（业务课二）：主要考查学生对于专业创作实践的

思考以及理论上的总结和论文写作等能力。 



3.部分参考书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 版； 

（2）《美术辞林•舞台美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 版； 

（3）《舞台美术史概要》上卷，[苏]阿•维•雷诃夫著，中央戏剧学院

编，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3 版； 

（4）《西方演剧艺术》，[瑞士]阿庇亚等著，吴光耀译，上海文化出

版社 2002 版； 

（5）《充满符号的戏剧空间》胡妙胜著，知识出版社 1985 版； 

（6）《舞台设计创作论》徐翔著，中国铁道出版社 1999 版； 

（7）《舞台美术设计基础》，孙大庆著，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0 版。 

 

 

四、戏剧文学系 

1.研究方向介绍 

（09）戏剧学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该方向开设相关戏剧理论研读、戏剧批评实践课程。从具体的戏剧作

品入手，引导学生分析戏剧的流变以及相关的戏剧流派及其特点，戏剧流

变与整体艺术理论转换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对整体的理论发展历史尤其

是对现代戏剧理论和批评、戏剧学有相对清晰的了解，并对其中的部分内

容、相关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能运用史论知识从事相应的戏剧实践工

作。 

（10）戏剧理论与批评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旨在培养具备整体把握戏剧史和戏剧理论能力、具有一定艺术鉴赏和

理论批评能力的人才。需要具备古、今、中、外戏剧史论和批评的基础知

识，把握戏剧发生、源起、内涵以及史论和批评概念。同时具有一定作品

阅读和鉴赏的能力，熟悉中外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受

力。尤其是对 19世纪和 20 世纪中西戏剧史论与批评的发展需要有深入的



了解。 

（11）西方戏剧史论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西方戏剧史论专业以西方戏剧史与戏剧理论为主要教学与研究范畴，

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西方语言（英语、德语及其他西方语言）基础能力。

培养扎实掌握本专业方向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西方戏剧艺

术史和相关的文史知识，能运用外语阅读专业文献资料和撰写论文摘要，

初步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专业教学的能力的专门人才。 

（12）中国戏曲史论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该方向旨在培养对中国戏曲有浓厚兴趣、并立志在此领域进行进一步

学习和较深入的探索与研究的青年学子、为与此领域相关的单位和部门培

养最基础的工作者，为我国戏曲领域的建设与发展输送人才。戏曲史论方

向要求学生热爱戏曲，专注力高、定力强，对学生的古典文学、历史、哲

学与艺术素养等都有较高的要求。 

（13）中国话剧史论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了解中外戏剧史基本框架，尤其是中国话剧史的发端、发展、普及和

当代演进过程，话剧形式、内容演变的基本规律，话剧史各大转折点的重

要事件、重要作家作品，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提出个人见解。具备较高剧本

研读能力，对剧目有个人判断和见解，能够理解剧目传达意图，理解背后

深层次含义，并能够准确、清楚地表达自己对剧本，对剧目的认识和理解。 

（34）戏剧编剧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该方向旨在为国家培养戏剧影视创作型人才，通过对于经典戏剧影视

作品及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在编剧创作实践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紧密结

合，并依照训练和要求的不断深入，逐步完成相应阶段的学习，掌握戏剧

影视编剧技巧，提高创作实践能力，最终能够独立完成舞台剧剧本或电影

剧本的创作。 



（35）电视剧编剧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该方向旨在为国家培养掌握影视创作基本规律、通悉相关理论知识、

适应市场需要的影视创作型人才。通过对国内外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优秀

电视剧、电影作品的学习研究，结合经典编剧理论的讲授，在编剧创作实

践中结合理论研究，逐步掌握编剧技巧，提升实践能力，最终能够独立完

成电视剧剧本或电影剧本创作。 

 

2.考试科目说明 

（1）综合基础四（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题

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考查学生本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涉及作家作

品、风格流派、演出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历史、戏剧美学等研究发展的相

关知识。 

（2）戏剧理论二（业务课二）：具有扎实的戏剧学基础知识，掌握戏

剧的发生、源起、内涵及戏剧理论的基本概念；熟悉中西方戏剧发展的历

史概貌；对戏剧艺术史上主要的戏剧思潮、戏剧流派、戏剧现象以及具有

代表性的戏剧理论家及其理论主张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对它们的基本特

征及其相互关联有个人的判断和见解，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有相对深入的思

考；熟悉中外具有代表性的戏剧家及其戏剧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受力，

对某些剧作家和作品有相对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对戏剧作品的鉴赏和批评

有个人较为独特的见解，能理论联系实际，把对戏剧理论知识的理解判断

与对戏剧作品的鉴赏、批评有效地结合。有一定的戏剧作品的阅读量；熟

练掌握一门外语；对中西方戏剧的现状有一定的了解。 

（3）外国戏剧（业务课二）：该科目考查学生在专业范围内的知识面

及分析、阐释问题的能力。主要考查范围：从古至今西方剧场艺术学理论

及重要历史现象，着重于斯丛狄所谓“戏剧的危机”以来的现、当代剧场

理论，涉及布莱希特、剧场符号学、空间理论、特定场域剧场、后戏剧剧



场等等。 

（4）戏曲史论（业务课二）：该科目主要考查各阶段戏曲史（从戏曲

的起源至今）、作家作品（主要集中在元明清三代，包括元杂剧、明清杂

剧、明清传奇作品）。考查学生掌握戏曲史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的理解

和熟悉程度，以及对各个时代作家作品（特别是重点作家作品）的研读和

对作品的全方位理解和较深入的分析能力。 

（5）中国话剧（业务课二）：该科目主要考查中国戏剧史基本框架、

基本规律、重要事实、重要作家作品。考查考生对戏剧作品的鉴赏力、剧

作分析能力和演出艺术的理解力。 

（6）编剧理论（业务课二）：该科目考查考生对于原著剧本具备基本

的判断和解析能力，对于情境的把控能力。善于运用已有的素材表达对于

名剧的正确解读，并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据考题

所给出的情境限定、人物限定、字数限定等，按要求完成人物定位准确、

情节相对完整、场面设计合理的戏剧性场面。 

（7）电视剧编剧理论（业务课二）：该科目考查学生对提炼主题、塑

造人物以及在分场大纲和剧本场面上的写作能力。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能

够根据所提供的故事素材，构架出比较完整的情境和结构，最终完成结构

清晰的分场大纲和生动的戏剧性场面。 

 

 

五、音乐剧系 

1.研究方向介绍 

（14）音乐剧表演理论与实践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培养能够系统掌握戏剧表演、音乐剧表演理论，并熟练运用戏剧（音

乐剧）表演理论进行戏剧（音乐剧）表演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高素质人

才。 

（36）音乐剧表演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音乐剧表演培养具有良好专业创造能力，熟练运用戏剧、音乐剧表演

理论和实践能力，能够较好地完成音乐剧舞台人物形象创造的高素质艺术

人才。 

 

2.考试科目说明 

考生应具备基本的戏剧理论知识，识五线谱，有一定的音乐修养；具

备一定的戏剧（音乐剧）表演能力；熟悉音乐剧史，对音乐剧的经典作品；

对代表人物有所了解。 

（1）综合基础五（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题

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查学生对戏剧（音乐剧）表演基础知识和

相关领域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2）戏剧（音乐剧）表演理论（业务课二）：该科目的考试主要考查

学生对音乐剧表演的认识与理解。 

 

 

六、京剧系 

1.研究方向介绍 

（37）京剧表演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旨在培养具备扎实京剧专业水平和功底，熟练运用京剧表演理论和实

践能力完成京剧舞台人物创作的高水平专业人才。 

 

2.考试科目说明 

（1）综合基础六（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题

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查戏曲基础知识的掌握与理解，以及基本



的京剧表演创作理论和戏剧理论知识。 

（2）京剧表演理论（业务课二）：主要考查掌握京剧表演规律和京剧

表演理论知识的情况，以及结合京剧的创作特点对京剧表演规律和方法展

开深入研究的能力。 

 

3.部分参考书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3）《中国戏剧史》傅谨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4）《中国戏曲发展简史》廖奔、刘彦君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5）《中国京剧史》北京市/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中国戏剧出版

社，2005 年版 

 

 

七、歌剧系 

1.研究方向介绍 

（38）歌剧表演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旨在结合歌剧专业（含西洋歌剧、民族歌剧）的舞台实践与理论，综

合研究歌剧演唱与歌剧表演的创作规律与方法，培养符合国际歌剧专业标

准的专门型人才。 

 

2.考试科目说明 

（1）综合基础七（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题

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试内容涵盖中西方音乐及歌剧发展史、歌

剧演唱与歌剧表演方面的基本理论，以及不同时期不同语种的世界著名歌



剧作品及其作曲家的基础知识与艺术特点。 

（2）戏剧（歌剧）表演理论（业务课二）：从世界著名古典及近现代

歌剧代表作品及相关作曲家创作风格与创作手法、艺术特点与诠释技法等

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全面考查考生的综合理论水平。 

 

 

八、舞剧系 

1.研究方向介绍 

（39）舞剧表演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围绕着专业演出团体对舞剧表演专业精英人才的需要而展开理论性

研究。重点是研究如何改善目前舞剧表演领域非专业化的表演现状、如何

着重体现出舞剧表演硕士对舞剧表演技法的掌握，与对本专业领域较为深

广的研究和理解，培养具有良好的舞剧表演技法的专业实践能力、艺术想

象力和创造力，以及研究能力的舞剧表演精英人才，对本学科发展起到推

进提升的作用，加强美育教育，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该研究方向要求学生具有较为扎实的舞剧表演基础实践能力，培养具

有一定编创能力及舞剧表演技法理论研究能力，了解舞剧表演的发展状况

与动向，具有较高的舞剧表演艺术修养和较强的艺术鉴赏力以及较为丰富

的舞剧表演实践经验的精英人才。扩展与提升本学科相关专业的学科组织

建设工作，为完善与深化舞剧表演学科体系的建设而服务。 

 

2.考试科目说明 

（1）综合基础八（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题

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主要考查舞剧表演等专业方向的相关概念、

理论，舞蹈学与舞剧表演等学科基础知识等。 

（2）戏剧（舞剧）表演理论（业务课二）：以舞剧表演的理论与实践



知识为题，撰写舞剧表演与角色等分析文章。 

 

九、戏剧学系 

1.研究方向介绍 

（15）戏剧理论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学科研究对象包容戏剧文学、表演、导演以及舞台演出的有关元素；

强调“戏剧理论”应有的整体性和全面性。主要研究方向是“戏剧理论”，

培养学生扎实掌握有关戏剧艺术的基本问题，如：关于戏剧艺术的内部规

律，关于戏剧艺术特殊的形式结构；关于戏剧与叙事的界限；关于假定性

与真实性的关系；关于再现与表现的关系等等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关注

以下领域问题，如：对戏剧史的关注，重点在于对戏剧史上重要流派的理

论主张及重要作家作品的辨识；对戏剧现状的研究，重点在于对各种“实

验戏剧”及有关理论主张的辨识；关于“中国演剧学派”（以斯坦尼斯拉

夫斯基体验派为基础，融合中国戏曲丰富的演剧方法）的理论成果及演出

实践。 

培养目标：兼备戏剧艺术的基础理论及对剧目演出的鉴赏力，具有基

础理论教学、理论研究及戏剧批评的能力。 

 

2.考试科目说明 

（1）综合基础十六（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

题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考查学生戏剧理论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涉及中

外戏剧史、作家作品、风格流派、戏剧美学等研究发展的相关知识。 

（2）戏剧理论一（业务课二）：考查学生对下列问题的论述能力及分

析能力。主要是：一，对戏剧理论中诸多概念的解释；二，对戏剧艺术各

种形式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三，对中外经典剧作家及其作品的认识。 

 



十、戏剧教育系 

1.研究方向介绍 

（16）戏剧教育理论与实践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深入了解戏剧与影视学科发展状况与动向，培养学生具备较为扎实的

艺术创作能力、掌握戏剧教育教学的规律和方法、掌握教育学及教育心理

学知识，具备深厚的戏剧艺术修养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培养方式将围绕

戏剧教育教学体系展开教学，通过对表演、导演创作能力的夯实与提升，

掌握以表导演艺术创作能力为基础的实施戏剧教育活动的方式方法。在此

过程中了解戏剧蕴含的教化作用对实施、开展戏剧教育活动的作用。在此

基础上，能够制定戏剧课程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具备组织戏剧课程教学和

戏剧活动的能力，以及在戏剧教育的分支领域展开独立研究和实践的能力。 

（40）戏剧教育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深入了解戏剧与影视学科发展状况与动向，培养学生具备较为扎实的

艺术创作能力、掌握戏剧教育教学的规律和方法、掌握教育学及教育心理

学知识，具备深厚的戏剧艺术修养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培养方式将围绕

戏剧教育教学体系展开教学，通过对表演、导演创作能力的夯实与提升，

掌握以表导演艺术创作能力为基础的实施戏剧教育活动的方式方法。在此

过程中了解戏剧蕴含的教化作用对实施、开展戏剧教育活动的作用。在此

基础上，能够制定戏剧课程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具备组织戏剧课程教学和

戏剧活动的能力，以及在戏剧教育的分支领域展开独立研究和实践的能力。 

戏剧教育（非全日制）以培养优秀的大中小学戏剧教育师资力量为目

标。重点培养学生的戏剧艺术创造力、戏剧教学实践能力和戏剧教学活动

的组织策划能力。最终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较为扎实的戏剧基础

理论，具备一定的表演、导演艺术创作能力，并能与教学技能较好融合的

高层次戏剧教育人才。 

 

2.考试科目说明 



（1）综合基础九（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题

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查考生戏剧教育、戏剧表导演、教育心理

学基础知识的掌握。 

（2）戏剧教育理论（业务课二）：包括但不限于以编排故事、戏剧课

程设计、戏剧活动开展等形式为基础，对戏剧教育的形式、内容、功能、

价值、实现途径等方面进行论述。 

 

3.部分参考书目 

（1）《戏剧表演基础》梁伯龙、李月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 

（2）《导演学基础教程》鲍黔明等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年 

（3）《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4）《当代教育心理学》陈琦、刘儒德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5）《教育戏剧跨学科教学》张晓华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6）《教育学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 

 

 

十一、戏剧管理系 

1.研究方向介绍 

（17）戏剧管理理论与实践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戏剧管理理论与实践方向围绕着演出团体、演出场地和演出项目的管

理展开理论性研究。重点是讨论如何改善艺术生产的效率和舞台呈现效果，

研究如何让舞台艺术更好的为民众服务。 

  该研究方向要求学生具有较为扎实的戏剧与影视学基础理论，了解

现代戏剧与影视学的发展状况与动向，具有较为深厚的戏剧艺术修养和较

高的艺术鉴赏力，并具有较为丰富的戏剧演出实践经验。以便戏剧演出管

理理论能够与演出在实践中相结合。 



（18）艺术法理论与实践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以艺术作品著作权、演出合同与传统戏剧数字化法律问题为研究重点，

兼顾艺术法前沿课题，重视学理研究和学术功底的培养，以强化研究生学

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为目标，重视对于有关实践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尤其

是关于当代中国艺术法问题的兴趣和理解力，旨在提高研究生关于现实艺

术法问题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41）戏剧管理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该研究方向培养戏剧管理实践型人才，在学习戏剧与影视学理论和剧

院团、剧场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完成演出的主要管理工作。应具有广泛的

艺术修养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通过对演出实践的研究来提高实际操作能

力。 

 

2.考试科目说明 

（1）综合基础十一（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

题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查学生对戏剧管理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情

况，内容涉及管理学、市场营销学、艺术法规、戏剧与影视学等学科基础

知识。 

（2）戏剧管理理论（业务课二）：以戏剧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知识为题，

撰写一篇文章。选题会涉及戏剧演出制作与运营的各个方面。 

（3）艺术法案例分析（业务课二）：考生需要根据给定的艺术法案例

材料及相关提问，结合艺术法理论相关知识，作出评价或提出具体的解决

问题的方案等。主要考查考生了解艺术法知识的程度，理解、运用艺术法

知识的能力及考生综合、分析、评价方面的能力。 

 

 



十二、电影电视系 

1.研究方向介绍 

（19）电影理论与实践（编导）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旨在培养具有良好思想修养、美学修养，具有合理的知识体系和科学

的、系统的研究方法，能够独立的、具有前瞻性的对电影领域的某一问题

进行深入的学理性研究的研究人才。该研究方向以电影理论和历史研究为

培养核心，涵盖电影历史研究、电影理论批评、创作理论研究等内容。该

研究方向要求学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修养、良好的艺术修养、端正的研

究态度、严谨的学风，具有进行独立研究能力的基础，同时，具有一定的

创作实践经验。 

（20）影视制片理论与实践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强调学生的理论修养、艺术修养和行业接触。理论修养主要分为经济

理论、市场理论、金融理论、管理理论和行为研究理论。艺术修养主要包

括影视、戏剧和文学修养三大方面。另外，保持必要的行业基础对于学术

型的学生来说同样非常重要，这是进行必要理论学习的基础和源动力。该

研究方向要求学生具有严谨学习态度，良好学风，主动学习，对行业有热

情。同时，该专业的学习还要求有端正的行业观，行业态度正确。 

旨在培养熟悉影视行业政策、企业运营、项目操作流程及市场特点的

综合型人才。对于学术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在综合培养的基础上，强调对

行业进行分析的能力，这种分析需要以相当充沛的理论支撑为前提，分析

认识的结果也必须具有足够的建设价值和前瞻性。 

（21）播音与主持艺术理论与实践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旨在培养掌握具有中国播音学、主持节目创作理论研究能力的高级人

才，以及具备成熟的主持创作能力的专门人才。该研究方向以播音发声、

主持创作理论与实践为教学核心，兼顾其与传播学、语音语义学、新闻学、

节目学等相关学科交叉理论的学术研究。主持艺术概论、新闻理论与实践、



传播学基础、节目策划与制作、语音语义研究等理论、实践研究都是此专

业方向的重点。该研究方向要求学生具有严谨学习态度，良好学风，了解

新中国播音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熟练掌握并运用主持创作技巧；了解不

同媒介传播的基本规律与社会影响力等系统专业知识。具有良好艺术素养。 

（42）电影创作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电影） 

旨在培养具有良好思想修养、美学修养，具有合理的知识体系和科学

的、系统的创作方法，能够在电影领域某一方面进行独立创作或组织创作

实践，同时对电影历史、电影理论和批评方法具有一定研究的高层次创作

人才。该研究方向以电影创作实践和电影理论研究为教学核心，涵盖电影

创作理论、电影创作批评方法、电影历史研究等内容。该研究方向要求学

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修养、良好的艺术修养、端正的创作态度和研究精

神、良好的合作态度和严谨的学风，具有较为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和一定

的电影理论基础储备。 

（43）电影制作技术与实践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电影） 

该方向旨在培养掌握具有数字电影技术理论知识，在专业方向上具备

实际操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该研究方向以技术理论与实践操作为教学核

心，兼顾相关技术的学术研究。电影数字制作流程、声音制作、后期制作

的技术管理等实践理论研究都是此专业方向的重点。 

（44）电影投资与发行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电影） 

强调学生的理论修养、艺术修养和行业接触。理论修养主要分为经济

理论、市场理论、金融理论、管理理论和行为研究理论。艺术修养主要包

括影视、戏剧和文学修养三大方面。另外，保持必要的行业基础对于学术

型的学生来说同样非常重要，这是进行必要理论学习的基础和源动力。该

研究方向要求学生具有严谨学习态度，良好学风，主动学习，对行业有热

情。同时，该专业的学习还要求有端正的行业观，行业态度正确。 

旨在培养熟悉影视行业政策、企业运营、项目操作流程及市场特点的



综合型人才。对于实践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在综合培养的基础上，强调行

业的实操能力。行业的实际操作能力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影视企业的

运营，二是影视项目的实践。为了增强培养的有效性，对影视项目的实践，

培养重点落实在影视项目的策划中。 

（45）播音与主持艺术创作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广播电视） 

旨在培养掌握具有主持节目创作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该研究方

向以播音发声、主持创作实践为教学核心，兼顾节目形态研究。节目形态

学、传播学基础、节目策划与制作等理论与实践是此专业方向的重点。该

研究方向要求学生具有严谨学习态度，良好学风，熟练掌握并运用主持创

作技巧；了解不同形态节目创作基本规律系统专业知识。具有良好艺术素

养。 

 

2.考试科目说明 

（1）综合基础十二（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

题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查学生对戏剧与影视基本概念的掌握及电

影理论与电影史的基础知识的了解。 

（2）综合基础十三（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

题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查考生对影视制片理论知识的基础概念和

基础理论及综合能力。 

（3）综合基础十四（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

题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查考生对播音发声学基本概念、主持节目

创作基础理论的掌握，以及与节目创作相关的核心概念与理论。 



（4）综合基础十五（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

题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查考生对戏剧与影视基本概念及理论的掌

握，以及电影制作技术与创作相关的核心概念与理论。 

（5）影视创作（业务课二）：根据命题完成短篇剧本构思、部分剧本

写作及导演构思阐述，考查学生的创作能力。 

（6）影视管理基础（业务课二）：主要题型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和

问答题。全面考查考生的理论基础及行业分析能力。 

（7）播音理论基础（业务课二）：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其创作与传播效

果实现之间的关系及创作技巧。 

（8）电影制作技术分析（业务课二）：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其创作与技

术实现之间的关系及制作技巧。 

（9）经济管理理论（业务课二）：为确保学生在今后的研究中能正常

使用各种经济管理理论和工具，此科目重点考察考生的经济管理基础理论。

考察内容包括宏微观经济学基础、产业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传

播学。 

 

 

十三、传统戏剧数字化高精尖研究中心 

1.研究方向介绍 

（22）戏剧数字化研究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戏剧数字化是依托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高精尖项目的新增

研究方向。通过戏剧艺术与当代科技手段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

结合的方式，旨在培养戏剧数字化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培育和孵化数字表

演、戏剧人工智能等交叉学科领域的开垦者。 

学术型硕士侧重培养具有独立研究能力和学术发展潜力的教学科研

人才。 



该研究方向欢迎理工科考生和具备跨学科学习能力的人文学科考生

报考。 

（46）戏剧数字化应用 

专业类别：艺术硕士（戏剧） 

戏剧数字化是依托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高精尖项目的新增

研究方向。通过戏剧艺术与当代科技手段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

结合的方式，旨在培养戏剧数字化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培育和孵化数字表

演、戏剧人工智能等交叉学科领域的开垦者。 

专业型硕士侧重培养具有综合应用能力和自主创业能力的高层次专

门人才。 

该研究方向欢迎理工科考生和具备跨学科学习能力的人文学科考生

报考。 

 

2.考试科目说明 

（1）综合基础十七（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

题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察考生对戏剧数字化相关的戏剧基础理论

的理解、分析、鉴赏和思辨能力，对未来戏剧数字化和智能表演艺术在戏

剧表演形式和媒介传播的前沿思考能力和实践、创新意识，以及对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互动引擎（Unreal）、运动捕捉、人工智能等

相关技术的认知及实操掌握程度。 

（2）数字艺术作品分析（业务课二）：根据给定的作品或限定条件的

自选作品（需进行艺术作品描述），进行艺术、科技理念阐述和评价，以

及关键技术支持分析。 

 

3.部分参考书目 

（1）丁刚毅、王崇文等编著，《数字媒体技术》，北京理工大学出版

社，2015 年 



（2）汉斯-蒂斯·雷曼，李亦男译，《后戏剧剧场》（修订版），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0 年 

（3）孙传明，《民俗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8 年 

（4）张宜春，《音像犹存:数码影像技术在保护中国民间表演艺术及

传统手工艺中的应用》，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 

（5）刘向群，《VR/AR/MR 开发实战：基于 Unity 与 UE4 引擎》，机械

工业出版社，2017 年 

 

 

十四、实验剧团 

1.研究方向介绍 

（23）戏剧文化政策与治理 

专业类别：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 

本研究方向主要致力于戏剧文化艺术在促进国家、社会、行业发展的作用

和价值、相关政策、以及制度安排的研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以及世界戏剧文化领域宏观政策的研究，包括文化政策、产业经济

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等； 

2、中国以及世界戏剧文化的政府治理体系的研究，包括政府行政体系、政

府职责体系、组织结构的建设与完善； 

3、戏剧文化发展与国家形象建设； 

4、国家级艺术组织发展研究； 

5、戏剧文化艺术与城市发展规划； 

6、戏剧文化艺术与文旅融合。 

 

2.考试科目说明 

（1）综合基础十九（业务课一）：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三种

题型进行命题。名词解释包含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音乐剧、

京剧、歌剧、舞剧、戏剧学、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电影电视等专业方向



的基本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主要考核戏剧文化基础、戏剧文化政策、戏

剧文化社会经济应用与公共治理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相关知识。考

试侧重于考核考生的理论基础和概念常识。 

（2）戏剧文化政策与治理案例分析（业务课二）：本项科目主要考核

戏剧文化及组织在公共治理、社会发展、文化建设、产业促进、行业进步

等方面政策、体系建设及具体措施等。考试侧重于考核考生对于相关内容

的理解和评述。 

 

3.部分参考书目 

（1）傅谨，《20 世纪中国戏剧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 

（2）傅才武、陈庚，《艺术表演团体管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

年 

（3）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4）黄永健，《艺术文化学导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年 

（5）（英）Victoria D. Alexander，章浩、沈杨译，《艺术社会学》，

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 年 

（6）孙亮，《剧院团管理》，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 年 

（7）孙亮，《文化艺术市场营销》，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年 

（8）李娟、傅利平，《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综合评价研究》，经济科学

出版社，2017 年 

（9）宋震，《艺术法概论》，中国戏剧出版社，2017 年 

（10）郑新文，《艺术管理概论》（修订版），上海音乐出版社，2018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