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楚理工学院 2023 年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

学校简介
荆楚理工学院是一所省属公办普通本科院校，地处素有

“荆楚门户”之称的历史文化名城——湖北省荆门市，学校

一校区办学，坐落在荆门市中心城区白龙山下，占地 2400 余

亩。校园依山傍水，风景秀美，环境优雅，建筑楼群鳞次栉

比、错落有致，教学科研设施完备，宿舍区运动场集中连片，

是读书治学的理想园地。

荆楚理工学院办学特色鲜明，以工科为主，理、工、农、医、

文、教、管、艺等多学科协调发展。设有 16 个教学院部，

开设普通本科专业 43 个、专科专业 13 个，普通研究生和本、



专科在校生 20000 人，留学生近 200 人。

学校现有湖北省“十四五”优势特色学科群 2 个、国

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1 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14 个,湖

北省本科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5 项，湖北省高等

学校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本科项目 5 项，

湖北省普通本科高校“荆楚卓越人才”协同育人计划项目 4

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37 项，“荆楚理工学院-

中兴通讯信息学院”为湖北省高校试点学院改革项目。有国

家级校外实训基地 1 个，湖北高校省级示范实习实训基地 1

个，湖北高校省级大学生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4 个。有省级优

秀基层教学组织 10 个、省级教学团队 8 个、省级一流本科

课程 19 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项课程 1 门、省级精品视频

公开课 1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 门。大学生创新训练

项目国家级 118 项、省级 328 项。省级优秀学位论文 141

篇。承担国家级“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1 项，承担

省级以上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46 项，获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

奖 2 项、三等奖 6 项。

学校建有一批省市科研平台。其中，“科创中国”产学

研协作类创新基地 1 个、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1 个、湖北省

重点实验室 1 个、湖北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1 个、湖北省荆门

医药工业技术研究院 1 个、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 1 个、湖北

省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1 个、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1

个、湖北省知识产权培训中心 1 个、湖北省企校共建技术研

发中心 9 个、荆门市产业技术研发和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

4 个。

荆楚理工学院按照“立德树人，质量为本，优化结构，

强化内涵”的发展思路，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突出本科

教育主体地位，深入推进内涵建设和转型发展，努力建设高

水平有特色的应用型大学。



艺术类考生须知
一、专业考试

我校统一采用招生计划设置省份 2023 年艺术专业统考

成绩。

二、报考条件

1、音乐表演、舞蹈学、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

品设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参加生源省份艺术类专业统考，

并取得相应批次专业合格证，文化成绩达到我校在该省所在

批次分数线。

2、音乐表演专业招收的种类：声乐、钢琴、器乐（吹

奏类、弹拨类、拉弦类、击奏类）。

3、舞蹈学专业报考条件：女生身高 1.60 米以上，男

生身高 1.70 米以上(不得招收体育舞蹈方向)。

三、录取

1、根据考生所在省份规定的投档规则计算艺术综合投

档成绩（综合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2、对于文科（历史）和理科（物理）分别投档，按照



文理科分别排序录取；对于不分文科和理科投放招生计划的

省份，录取时采取不分文理、统一排序，考生成绩不设单科

要求。

2022 年湖北省艺术录取分数线

专业
湖北艺术录取规则

（综合分计算方法）
2022 年录取线

设计学类（包含专业：环

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产品设计）
综合分=(文化成绩×40%+专业统

考分×60%)×2

570.4

音乐表演 574.2

广播电视编导
综合分=高考文化成绩+专业统考

成绩
659

舞蹈学 按专业成绩投档 238.2

其他省份往年艺术专业录取线可登录荆楚理工学院招生信息网查询

（http://zsxx.jcut.edu.cn/）

艺术学院简介
荆楚理工学院是湖北省最早开办设计学和音乐专业的高



校之一，学校艺术学院开设有音乐表演、舞蹈学、环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 5 个等五个本科专业。现有专任教

师 109 人，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40 人，博士 14 人，硕

士 53 人。“双师型”教师 38 人，设有“楚天学者”岗位 1

个。2 个省级一流专业，1 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获省级教

学成果奖，师生获得群星奖等国内大奖多项。

为培养学生艺术实践能力，学院积极开展校企合作，推

进“产学研”一体化建设，拥有一流的艺术教学科研设施，

建有艺术创新综合实践中心、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心、虚拟演

播室、音乐制作中心、工业设计实训中心、环境设计实训中

心、动画设计实训中心、视觉传达实训中心、音乐表演实训

中心、音乐厅、作品展示厅、舞蹈练功房和演练厅、教学成

果展示厅等 26 个校内艺术实践实训场所，23 个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以江汉平原传统文化艺术研究院为依托，近年来承担国

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7 项，其

他省市项目 30 余项，发表 CSSCI 及北大核心论文（作品）

近 100 篇（幅），申请专利近 300 余项，五年科研到账经

费 1500 余万元。



文学与传媒学院简介
文学与传媒学院现有汉语言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和网络

与新媒体三个本科专业，其中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是湖北省首

批一流专业、湖北省“荆楚卓越新闻人才协同育人计划”项

目专业；建有 1 个湖北省教学团队——校媒融合发展双师型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教学团队，1 个湖北省优秀基层教学组

织——影视艺术课程群教研室，1 个校级重点（培育）学

科——新闻传播学，1 个校级科研平台——文学传播研究所，

2 个校级学科团队——网络与新媒体研究和融媒体新闻传播

研究团队。专任教师 55 人；专任教师中正高职称 6 人，副

教授 19 人，博导 1 人，硕导 1 人。探索建立了“卓越新闻

班”，开展“1+1+2”学制、导师制、一课双师的试点，大

力推行 OBE 人才培养模式。学院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生为

本、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服务社会的教育理念，为社会培

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

荆楚理工学院 2023 年艺术招生专业介绍
音乐表演专业（学制 4 年）



湖北省一流专业建设点，有省一流课程一门，专业排名

位居全国同类专业第一方阵。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素养、

扎实学科专业基础，掌握音乐表演专业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和

演唱、演奏等专业技能,具备较高演唱、演奏、合作能力，

能在企事业单位、音乐培训机构以及中小学校从事声乐表演、

钢琴、器乐演奏或教学工作，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实践能力

“一专多能”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舞蹈学专业（学制 4 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人文

素养、扎实的学科专业基础，掌握舞蹈史论、舞蹈教育教学

等相关理论知识，具备舞蹈研究能力与实践经验，能从事与

舞蹈相关的表演、教育、管理、策划及舞台文学创作等工作，

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就业去向：1.舞蹈教育工作。中小学、幼儿园、青少



年活动中心、社会职业艺术培训学校的专业教师。2.群文舞

蹈工作。文化馆、群艺馆舞蹈教员、文体局文化干事；群众

艺术团体、社会艺术团体舞蹈演员。3.企事业文化机构，高

素质服务工作。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公共关系、企业

形象代表等。

环境设计专业（学制 4 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

展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社会责任

感和职业道德，专业知识扎实，综合素质全面，通晓环境设

计专业基础理论、相关学科领域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能从

事环境设计教学、研究工作；能在空间环境设计机构从事建

筑室内设计、城市环境景观设计、园林设计的工作，适应国

家新经济发展和行业需求，具有适应能力强、创新意识强、

实干精神强以及国际视野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就业去向：1.室内装饰设计企业。室内设计师、室内

装饰工程监理、室内软装设计师、会展设计师、全屋定制家



具设计师。2.园林景观设计企业：城乡景观设计师、庭院景

观设计师、园林设计院、园林景观工程监理、房地产企业景

观项目管理。3.企事业文化机构：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事

业单位从事设计管理、设计教育、企业文化宣传等工作。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学制 4 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人文

素养、扎实的学科专业基础，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及现代设

计文化，具有国际视野，掌握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基础理论

知识及应用技能、具备视觉传达设计的专业设计能力和相邻

专业岗位的适应能力、能在设计或传媒行业从事视觉信息的

采集、设计、制作等方面的工作，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实践

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就业去向：1、广告设计企业：广告设计师、动画设计

师、影视特效设计师、企业形象设计师、平面设计师、包装

设计师、网页设计师等工作。2、游戏设计企业：角色设计

师、场景设计师、原画设计师、游戏动画设计师等工作。3、

企事业文化机构：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设计

管理、设计教育、企业文化宣传等工作。



产品设计专业（学制 4 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人文

素养、扎实的学科专业基础，能从事产品创新设计、产品研

发设计、设计管理、设计教育等工作，具有创新实践能力的

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办学成果：湖北省一流专业；1 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和

1 个校级优秀教学组织；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团队；1 个校级

教授科研工作室，3 个院级产教融合创新设计教师工作室，

12 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团队。“以能力为本位的设计色

彩课程实践教学研究”获第八届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

“《产品设计原理与方法》项目驱动式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获 2019 年湖北高校课程共享联盟“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

优秀教学改革案例。

就业去向：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在经济优势区域的工业设



计及其他设计公司就业，部分优秀毕业生在飞利浦上海研发

总部、美的集团、比亚迪等企业就职。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制 4 年）

广播电视编导（四年制）——“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湖北省“荆楚卓越人才”协同育人计划项目专业。

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

中国科教评价网的第三方排名的五星级专业，全国专业排名

稳居第一方阵，其中 2018 年全国第五位。

【任教团队】湖北省“校媒融合发展双师型广播电视

编导教学团队”，湖北省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影视艺术课程

群”教研室。有专业教师 22 人，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3

人，博士 3 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1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1

人。“以能力为本位的设计色彩课程实践教学研究”获第八

届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培养目标】培养能在



广播电影电视机构及其他传媒、文化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

节目策划、编导、创作、及宣传、管理等工作的全媒体复合

型、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主干课程】艺术学概论、影像

语言、广播电视传播概论、广播电视栏目与频道策划、影视

画面编辑。【现有条件】建有传媒工作室和视听实验室、媒

体制作室（专业机房）、电视摄像实验室、导播实验室、摄

影棚、非线编实验室、综合编辑实验室等 8 个传媒实验室。

在深圳炫之风文化创意公司、武汉盛和影视公司等 12 家传

媒机构和企业建立实习基地。【就业去向】 毕业生在中央

电视台、人民视频、湖北广播电视台、各地电视台，及北京、

上海、深圳、武汉等传媒公司就业；有 45%的毕业生报考研

究生，5%的毕业生自主创业开办传媒公司。

学校地址：湖北省荆门市象山大道 33 号

邮 编：448000

咨询电话：0724-2355811，2355626（招生办）

0724-2313811(艺术学院)

0724-2356553(文学与传媒学院）

学校网址：http://www.jcut.edu.cn/

学校微信公众号：荆楚理工学院（jm-jcut）

在线 QQ 咨询答疑：134726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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