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教体便笺〔2021〕— E39 

 

西双版纳州教育体育局 

关于 2021 年中职院校体育、艺术专业考试的通知 

 

各县（市）教育体育局： 

根据云南省中职院校招生考试的有关规定，云南省初中毕业

生凡是报考五年制大专、普通中专、职业高中体育类、艺术类的

考生，必须参加专业考试，专业考试成绩作为院校录取考生的重

要依据，考试录取方式参照《云南省高校录取体育艺术类方法》

执行。为做好中职院校 2021 年体育类、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中阶段五年制大专、普通中专、职业高中专业考试由

州招生考试办公室统一组织实施。自 2021 年始，普通高中学校

（含民办）录取体育类、艺术类专业特长生由招生学校自行组织

专业考试。 

二、请各县（市）招生考试办、相关学校积极进行宣传，由

学校组织有报考意愿的考生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网络管理系统

中进行报名，报名结束后由县（市）招办填写《西双版纳州 2021

年中职院校体育类、艺术类专业报名登记册》，并将考生的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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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表于 4 月 23 日前一同报送州招生考试办公室。 

联系人：刀璘林，联系电话：18988171000 

 

附件：1．西双版纳州 2021 年中职院校体育、艺术类专业 

2．招生考试及录取办法 

3．云南省中职招生艺术专业考试大纲与评分标准 

4．云南省中职招生体育专业考试大纲与评分标准 

5．西双版纳州 2021 年中职院校体育、艺术类专业报名

登记册 

6．西双版纳州 2021 年中职院校体育专业报名登记表 

7．西双版纳州 2021 年中职院校艺术专业报名登记表 

 

 

 

西双版纳州教育体育局 

2021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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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西双版纳州 2021 年中职院校体育、艺术类 

专业招生考试及录取办法 
 

根据有关文件要求，为规范五年制大专、普通中专、职业高

中体育类、艺术类专业的招生考试录取工作，确保招生录取公平、

公正，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机构 

    成立西双版纳州教育体育局 2021 年中职院校体育类、艺术类

专业招生考试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陶红荣  州教育体育局局长 

    副组长：袁松平  州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组  员：李俊波  州教育体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科长 

刘巧玲  州招生考试办公室主任 

        蒲元华  州教育体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专干 

刀璘林  州招生考试办公室信息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西双版纳州招生考试办公

室，办公室主任由刘巧玲同志担任，办公室具体负责中职院校体

育、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等相关工作。办公室成员：蒲元华、刀

璘林、周光应。 

二、招生考试适用学校范围 

本考试办法适用于五年制大专、普通中专学校、职业高中体

育类、艺术类的专业招生考试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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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生计划 

    五年制大专、普通中专、职业高中体育类、艺术类招生计划

具体依据 2021年云南省同意公布的中职院校招生计划。 

四、报名 

（一）报名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申请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初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的考生； 

3．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 

4．报考师范类专业的年龄原则上不超过十八周岁。 

（二）报名办法 

报考中职体育、艺术类专业的考生需在学业网进行专项报

名，未在学业网中进行专项考试报名的考生不得参加中职体育、

艺术专业考试。可以学校为单位，实行集体报名，也可自行到各

县（市）招生办公室报名。考生报名资格由考生班主任及所在学

校的相关部门负责审查。学校集体报名时，须由学校统一出具相

关证明，社会青年及在外市借读考生的资格由县（市）招办负责

审查。报名时需携带本人户口本和小一寸近期照片两张。报名时

考生填写《西双版纳州 2021 年中职院校体育专业报名登记表》

或者《西双版纳州 2021 年中职院校艺术专业报名登记表》。根据

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报名费收费标准的通知（云价收费〔2013〕70 号），

收取专业考试报名费每人次 50 元。报名结束后由各县（市）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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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办统一上缴报名费，并填写《西双版纳州 2021 年中职院校体

育艺术专业报名登记册》，并于 4 月 23 日前交州招办（联系人：

刀璘林，联系电话：18988171000）。 

（三）报名的时间和地点：报名时间：2021 年 4 月 6—18 日 

报名地点：西双版纳州各初中学校或各县（市）招生考试办。 

五、考试 

凡参加中职院校体育、艺术类录取的初中毕业生，需参加由

州教育体育局组织的中职艺术、体育专业考试。经中职体育、艺

术类专业考试合格方可参加各中职招生学校艺术、体育类的录

取。 

    （一）艺术类分音乐、美术、舞蹈三类，考生可选择其中一

类参加考试，考试标准参照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统一制定的音乐、

美术、舞蹈专业考试大纲。 

（二）体育类分篮球、足球、排球、田径（跳高、跳远、三

级跳、200 米、400 米、1500 米、），考试标准参照云南省招生考

试院统一制定体育专业考试大纲。 

（三）考试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六、志愿填报 

参加体育、艺术专业考试成绩合格（专业成绩需达到 60 分及

以上）的考生，方可填报五年制大专、普通中专、职业高中体育类、

艺术类专业。 

七、录取 

五年制大专、普通中专、职业高中体育类、艺术类专业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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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按照云南省 2021 年中职院校招生计划和录取方式进行录取。 

八、工作要求 

（一）专业考试期间，各县（市）需安排一名政治素养好，

工作责任心强，熟悉相关业务人员担任领队，协调相关工作。 

（二）根据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做好相关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三）注意往返途中安全，并签订安全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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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云南省中职院校招生艺术类专业考试大纲与评分标准 

（各专业成绩按照满分 100 分记入总分） 

各专业考试科目： 

一、 美术： 

1．素描（考试时间 2 小时）。2、色彩（考试时间 2 小时）。 

二、音乐： 

1．声乐：①自选歌曲 1-2 首（80 分）。②音乐综合素质面试（20 分）。 

2．器乐：①自选器乐作品 1 首(80 分)。②音乐综合素质面试（20 分）。 

三、舞蹈： 

初试：1、目测外型条件及身体比例（20 分）。2、腰腿肩软开度（20

分）。3、弹跳素质（10 分）。 

复试：1、自选节目表演（30 分）。2、动作模仿。（20 分） 

 

一、美术专业评分标准： 

（一）素描评分标准（50 分） 

素描图片写生，评分标准依据构图、形体比例、透视关系、色阶层次、

形体结构五个面评分，划分为 A（50-40）、B（39-30）、C（29-20）、D（19-10）、

E（10 分以下），但须给出具体分值）五个档次。 

1．A：能很好运用构图法则，各部位比例准确，具有较强的形体意

识，透视空间感强，能表现出静物的基本特征，画面大明、黑、白、灰关

系处理得当，色阶层次准确，能把对静物形体结构的理解表现出来。 

2．B：能够运用一般构图规律，形体比例准确，表现出静物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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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轮廓，能够表现光影规律，色阶层次丰富，能把对形体结构的理解

表现出来。 

3．C：有一定的构图常识，形体结构基本准确，比例准确，能基本

掌握光影变化大明、黑、白、灰关系能画出来，理解透视空间概念。 

4．E：不理解构图的作用，能基本表现形体，但在比例、透视 

明显错误，画面层次混乱，对绘画结构的理解不够。 

5．F：没有构图概念，不会表现轮廓的形体比例，不具备一般素描常

识。 

（二）色彩评分标准（50 分） 

色彩图片写生，评分标准依据构图、形体结构、素描关系、色彩关系

和整体表现五个方面评分为：划分为 A（50-40）、B（39-30）、C（29-20）、

D（19-10）、E（10 分以下），但须给出具体分值）五个档次。 

1．A：符合构图的法则和形式，形体准确，结构严谨，素描关系正

确，能较好地表现体积与空间，准确表达固有色、环境色及相互关系，整

体色彩协调，画面有一定的表现力，素描、色彩关系和技法有机统一。 

2．B：符合构图的法则和形式，形体准确，结构合理，素描关系正

确，有一定的体积空间感：能表现固有色、环境色及相互关系；画面有相

应的表现力，能比较熟练地运用色彩技法。 

3．C：理解构图的法则与形式，形体、结构基本准确，有一定的体

积与空间感；能理解固有色、环境色及相互关系；能掌握色彩基本技法。 

4．E：构图概论差，有较大的构图失误；能基本理解物体外形，但

缺乏对体积与结构的表达；对固有色、环境色及其关系理解较差，不了解

色彩的基本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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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没有构图概念，不能掌握物体外形，缺少一般色彩知识，不了

解色彩技法。 

二、音乐专业评分标准 

（一）声乐演唱评分标准（80 分） 

根据声乐条件、演唱方法、表现能力、作品难度四个方面来进行综合

评分，分为 A、B、C、D、E、五个等级。 

A、（70—80）声音条件很好，掌握一定的演唱方法，具有较好的演

唱技巧，情感表现力较强，演唱的曲目难度大，演唱完整。 

B、（60—69）声音条件好，掌握一定的演唱方法，情感表现力强，

演唱的曲目有一定难度，演唱完整。 

C、（50—59）声音条件一般，有一定的演唱方法，演唱的曲目难度

一般，尚具有一定表现力，演唱完整。 

D、（40—49）声音条件一般，无演唱方法，咬字尚清楚，无表现力，

演唱的曲目难度一般，尚能完整演唱一首歌曲。 

E、（0—39）声音条件差，无演唱方法，无表现力，不能唱完一首歌

曲。 

（二）器乐类评分标准（80 分） 

根据演奏姿势、方法、音准、节奏、演奏技巧、表现能力，作品难度

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分为 A、B、C、D、E、等五个等级。 

A、（70—80）演奏方法和姿势正确、音准、节奏均好，并掌握较高

的演奏技巧，演奏的曲目难度大，表现力强，演奏完整。 

B、（60—69）演奏方法和姿势基本正确、音准、节奏均好，并掌握

一定的演奏技巧，演奏的曲目有一定难度，具有一定的表现力，演奏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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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0—59）演奏方法和姿势基本正确、音准、节奏尚可，有一定

的演奏技巧，演奏的曲目简单，表现一般，演奏完整。 

D、（40—49）演奏方法和姿势基本正确、音准、节奏稍差，能完整

地演奏一首乐曲，曲目较简单，表现力一般。 

E、（0—39）演奏方法和姿势不够正确，音准、节奏差，曲目很简单，

不能完整地演奏，表现力差。 

（三）音乐基本素质评分标准（20 分） 

    A、（20-17）四音组模唱准确，和声音程听辨准确，三和弦听辨准确，

二拍子或三拍子两小节带两种常规节奏的节奏模唱准确。 

    B、（16-13）四音组模唱尚可，和声音程听辨尚可，三和弦听辨尚可，

二拍子或三拍子两小节带两种常规节奏的节奏模唱尚可。 

C、（12-9）四音组模唱尚可，和声音程听辨能找到一音，三和弦听辨

能找到一音或两音，二拍子或三拍子两小节带两种常规节奏的节奏模唱尚

可。 

D、（8-5）四音组模唱尚可，和声音程听辨差，三和弦听辨差，二拍

子或三拍子两小节带两种常规节奏的节奏模唱尚可。 

E、（4-0）四音组模唱差，和声音程听辨差，三和弦听辨差，二拍子

或三拍子两小节带两种常规节奏的节奏模唱能找到一种常规节奏。 

三、舞蹈专业评分标准（100 分） 

考试根据形象、身体比例、弹跳、模仿能力、舞蹈表现力、作品难度

六个方面来进行综合考评，分为 A、B、C、D、E 五个档次。要求每组须

有三到五位教师参加打分，分值相加，得出平均分，未达合格者，须给出

具体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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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1-100）舞蹈素质条件非常好，具备一定的舞蹈基础和良好的软

开度和技巧，模仿能力强，表演的节目难度较大，表现力强。 

B、（61-80）舞蹈素质条件好，具备一定的舞蹈基础，较好的软开度，

模仿能力良好，表演的节目难度较小，表演较好。 

C、（41-60）舞蹈素质条件一般，具备一点舞蹈基础，模仿能力差，

表演的节目难度一般，表现力较弱。 

D、（21-40）舞蹈素质条件较差，具备一点舞蹈基础，但是软开度差，

模仿能力差，表现力较弱。 

E、（0-20）舞蹈素质条件差，不具备舞蹈基础但模仿力尚可，能简单

完成节目动作，表演力较差。 

 

（已经云南艺术学院附属学校组织专家评审通过） 

20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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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云南省中职院校招生体育专业考试大纲与评分标准 

 

一、本办法的要求和标准参照《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招生

体育考试评分标准与办法》，并结合云南省初中毕业生的身体素

质状况和实际年龄综合而成。 

二、体育专业考试项目 

（一）身体素质测验项目 

第一项：100 米            第二项：800 米 

以上两项每个考生必测，每项满分 30 分，两项满分 60 分。 

（二）专项技术测验项目 

1．田径、篮球、足球、排球、游泳、武术、体操、网球等

八个专项，考生任选其中一项进行测验，专项总分满分为 40 分。 

2．高尔夫、击剑、摔跤、举重、拳击、柔道、跆拳道、跳

水等八项，在有条件的体校及体育中学，考生任选其中一项进行

测验，专项总分满分为 40 分。 

三、体育专业考试身体素质和专项技术与各项测验内容，动

作规格，测验方法和评分标准详见各项规定。 

四、体育专业考试总成绩评分办法 

体育专业考试总成绩为身体素质和专项技术两部份成绩之

和，满分按 100 分计算，身体素质占 60%，专项技术占 40%。 

 

2015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