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 2018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2018 年我校在 10 个学科门类（学术型）和 13 个专业学位类别招收硕士研究生，
专业目录中各学科专业所列拟招生人数仅供参考。具体招生计划数国家教育部尚未
下达。所列招生数包括定向就业与非定向就业类别拟招生总数,也包括本校拟接受
推免生数（计划不超过 400 名，含支教团专项计划，分布到各学科，各专业均有一
定比例的计划用于招收统考生）。最后录取人数可能会根据国家招生计划、考后生
源情况和学校条件等有所调整，恕不另行通知。

二．报考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三）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四）考生必须符合下列学历等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
业证书。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
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后两者现场确认时须提供相应省
级自考办/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4.除上述人员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 年（从毕业后到录取
当年 9 月 1 日，下同）或 2 年以上者，可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复试时
须加试两门本科主干课程且须合格。其中报考学术型专业（即专业代码第 3 位非“5”）
者还须同时满足以下各项条件：a.进修过本科相应专业至少 8 门主干课程（即专业
课），须有省市自考办或高校教务部门出具的课程成绩合格证明原件；b.外语通过
大学英语四级（或其他语种相应等级），须有相应证书或证明原件；c.不能跨专业
报考（即所学大专、本科专业与报考专业均需相关）；d. 必须直接到我校进行现
场确认（将按上述要求审核资格），报考点须选“上海师范大学”，考试地点也在
我校。

5.对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同等学力人员的要求（即其中报考学术型专业
者除须有本科结业证书外，还须同时满足上述 b、c、d 三条，复试时还须加试两门
本科主干课程且须合格）。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在校非应届毕业生不得报考。

报名参加单独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上述第（一）、（二）、（三）各项的要求；
（2）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学历后连续工作４年以上，业务优秀，已经发表过
研究论文（技术报告）或者已经成为业务骨干；或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工作 2
年以上，业务优秀；
（3）经考生所在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定向就业本
单位的在职人员。
单独考试中：英语、政治由我校自行命题，业务课与我校统考方式中的相应专业业
务课相同。我校全日制各专业方向均可招收单考生，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单独考
试招生名额应主要安排在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学科门类，其招生人数不低于单
独考试招生总数的 70%（我校单考计划数一般为 8 人）。报名时需注意正确选择专
业方向，考试方式为“单独考试”，报考类别为“定向就业”，报考点（即现场确
认和考试地点）为“上海师范大学”。现场确认时除携带其他要求的材料外，还需
提供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报考并加盖公章的介绍信或证明原件，同时领取两份专
家推荐书，并于 11 月 25 日前填妥寄送至我校研招办。

报考我校部分艺术类学术型专业及艺术硕士专业学位（详见我校专业目录各专业方
向备注）的考生考试地点、现场确认地点都必须在上海师大，网报时也须正确选择
报考点必须为“上海师范大学”。

三．报名方法：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缺一不可。详见“中国研究生招
生信息网”
（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 ，教育网网址：http://yz.chsi.cn）
的相关公告或教育部有关文件。

注意：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网上）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
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提交报名信息三天内反馈校验结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
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
信息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未通过学
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在现场确认时将
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否则可能无法完成报名确认。网报时请注意核对所填内容，
是否准确完整，很多校验问题都是填写错误所致。

四．复试录取：
我校将在国家线确定后，根据国家线要求，结合生源和招生计划等情况，确定相关
学科的复试分数线。我校复试由学院分别组织，复试办法和程序等信息届时请见我
院网站或学院相关通知。以同等学力身份（以报名时填报的信息为准）报考的考生
（法律（非法学）、公共管理、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可除外），复试时还须加试
两门本科主干课程且须合格。对成人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复试时尚未取得本科毕
业证书的自考和网络教育考生，由相关学院自行确定是否加试。各学院将在校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的集体领导下，根据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委的有关规定，综合初复试成
绩，按照“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和宁缺毋滥”的原则，确定拟录
取名单。定向就业者录取时须签订定向协议。

五、根据上级文件，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研究生均需要缴纳学费，收费
标准另见我院网站相应公告。我校根据国家和上海市的相关政策，制定研究生学费
标准和奖助学金资助办法，积极完善研究生奖助体系，发放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对
象为所有全日制研究生（定向培养有固定工资收入者除外）；另外还将通过国家奖
学金、学业奖学金、助学贷款、三助岗位等制度，建立多元奖助体系，提高研究生
待遇。对于“985”、“211”高校（不含分校）普通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录取为学术
型硕士研究生，以及我校录取的推荐免试研究生，将提供一次性生源奖学金（录取
类别为非定向）。

六．学制及证书
我校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制一般为 3 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 2-3 年不等，详
见另行公布的“收费标准”。 毕业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注明学习方
式的毕业证书，符合学校授予学位条件者可以授予相应的学位证书。

七、参考书购买等问题可参见招生工作栏常见问题中的“复习迎考相关信息”。 复
习资料和具体专业方面问题请询相关学院，各学院联系方式已随同列出，也可浏览
各学院网站。我校招生简章和专业目录均在网上公布，无印刷版。

八．学校代码：10270，地址：徐汇校区: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 100 号，奉贤校区:
上海市奉贤区海思路 100 号。我办联系地址：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上海师范大学研
招办；邮 编：200234；联系电话：021-64322314。研究生院网址：yjsc.shnu.edu.cn。
注：招生工作期间的政策和规定按国家有关部门及教育部最新文件执行。有关招生
信息请随时关注本网站招生工作栏内相关信息，如有变动，以研招办新公布的信息
为准。

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
学院：

(108)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学科专业代码：

1303Z3

本学科拟招生人数:

8 (说明：招生人数以教育部最终下达招生人数为准，此处仅作参考，可能会有调整)

研究方向

学科专业名称：

初试考试科目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01 (全日制)戏剧影视文化

或 203 日语
③ 646 中外戏剧叱
④ 898 艺术概论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02 (全日制)表演研究

或 203 日语
③ 646 中外戏剧叱
④ 898 艺术概论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03 (全日制)艺术主持

或 203 日语
③ 646 中外戏剧叱
④ 898 艺术概论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04 (全日制)广播电视编导

或 203 日语
③ 646 中外戏剧叱
④ 898 艺术概论
1、英语口试；

复试形式与内容：

2、笔试。
参考书目同初试。

初试参考书目
646|中外戏剧叱：
《中国戏曲美学》朱恒夫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中国思想文化史》，张岂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中国戏曲发展史》，廖奔、刘彦君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中国话剧艺术通史》，田本相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898|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彭吉象、张瑞麟著，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 年版。

备注

戏剧戏曲学

学院：

(108)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学科专业代码：

135102

本学科拟招生人数:

30 (说明：招生人数以教育部最终下达招生人数为准，此处仅作参考，可能会有调整)

研究方向

01 (全日制)戏剧影视表演

学科专业名称：

戏剧

初试考试科目

备注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本方向考试地点在上海师大，网上报名点即现场

② 203 日语

确认点必须选上海师大

或 204 英语二

科目四为专业实践科目，考核内容：声乐、台词、

③ 648 戏剧历史与理论

形体、表演等等。考核时长：半天，由我院提供

④ 505 声台形表综合考核

设备、场地进行现场考核。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3 日语
02 (全日制)戏剧影视编导

或 204 英语二
③ 648 戏剧历史与理论
④ 899 短片剧本创作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3 日语

03 (全日制)戏剧影视动画

或 204 英语二
③ 648 戏剧历史与理论
④ 900 动画短片剧本创作

复试形式与内容：

1、英语口试；
2、根据所报专业方向进行深入考察，原则上是初试的继续升级。

初试参考书目
505|声台形表综合考核:
声乐、台词、形体、表演等等。考核时长：半天，由我院提供设备、场地进行现场考核。
648|戏剧历叱与理论:
《中国戏曲美学》朱恒夫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戏剧艺术十五讲》董健 马俊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899|短片剧本创作:
短片剧本写作不少于 800 字，并根据短片剧本写出分镜头稿本。
900|动画短片剧本创作:
《动画编剧》凌纾著，海洋出版社，2015 年版。
《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王安忆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联系电话：沈老师，021-64322029
附：上海师范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专业目录、学科简介：
http://yjsc.shnu.edu.cn/Default.aspx?tabid=11803&ctl=Details&mid=25249&
ItemID=199112&SkinSrc=[L]Skins/yjsc1f/yjsc1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