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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品德

优良，遵纪守法，身体健康的普通高中毕业（含

艺术中专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者。艺术类考生

须具有一定专业素质和专业基础。

2. 本科表演专业（影视表演方向）、舞蹈表

演专业和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要求年龄在 25 周岁

以下（1990 年 9 月 1 日以后出生）。

3. 本科表演专业（服装表演与设计方向）要

求考生身高：女 172cm 以上（平面模特方向 165cm

以上），男185cm以上（平面模特方向182cm以上）。

4. 美术类专业要求考生无色盲、色弱。

5. 有突出成绩或其他特殊才能者，经研究批

准，条件可适当放宽。

6. 学院只设英语教学，其他语种考生慎报。

设有流行音乐、声乐演唱、乐器演奏、键盘

乐器演奏 4个专业方向。

    音乐表演（流行音乐）：本专业方向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备音乐表演（流

行音乐）方面的基本理论和专业技能，能在文艺

表演团体、文化馆站、艺术院校、中小学从事流

行演唱、演奏和专业教学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

型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视唱练耳、基本乐理、和声

学基础、曲式与作品分析、复调基础、流行声乐

专业课、流行器乐专业课、流行音乐鉴赏、录音

实践、器乐合奏、配器与编曲、音乐制作等。

    音乐表演（声乐演唱）：本专业方向培

养能在文艺团体、艺术院校、企事业单位从事声

乐演唱和艺术管理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声乐演唱专业课、表演、歌

唱语言、重唱、合唱与指挥基础、钢琴集体课、

钢琴伴奏艺术、声乐教学法、艺术指导、演出策

划等。

    音乐表演（乐器演奏）：本专业方向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备音乐表演（乐

器演奏）方面的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在文艺

表演团体、文化馆站、艺术院校、中小学从事乐

器演奏和专业教学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视唱练耳、基本乐理、和声

学基础、曲式与作品分析、复调基础、器乐演奏

专业课、器乐小组课、合奏课、第二乐器技能演奏、

器乐教学法等。

    音乐表演（键盘乐器演奏）：本专业方

向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备音乐表

演（键盘乐器演奏）方面的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

能在文艺表演团体、文化馆站、艺术院校、中小

学从事键盘乐器（钢琴、手风琴、巴扬、双排键等）

演奏和专业教学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视唱练耳、基本乐理、和声

学基础、曲式与作品分析、复调基础、键盘乐器

演奏专业课、钢琴伴奏艺术、钢琴文献鉴赏、钢

琴重奏与协奏、钢琴教学法等。

大连艺术学院（代码 13599）始建于 2000 年，是教

育部批设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学院坐落于浪漫之都大

连，面朝黄海，背靠大黑山。学院设有音乐学院、传媒学

院、影视学院、美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服装学院、文

化艺术管理学院 7 个二级学院和基础教学部，设有 27 个

本科专业和 28 个专科专业，在校生一万两千人。

学院拥有一批以专业带头人、特聘教师为中坚，中

青年教师为主体 670 人的专任教师队伍。学院推行开放的

办学模式，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交流讲学，学院已和

13 个国家的 36 个知名院校和机构建立了教育交流合作关

系。

近年来，学院获批省级教学成果奖 15 项，省级精品

课程 6 门，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1 个，省级教学团队 3

个，省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56 项；获国家级艺术展

演单项奖 6 项，并被多次授予最佳组织奖；获国家级科研

立项 4 项，省级科研立项 37 项，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

果奖 13 项；出版著作 39 部，主编教材 123 部，发表学术

论文获得国家级奖励 3 篇，省级奖励 40 余篇，各类艺术

作品获奖 519 项；两年内，有 4 个国家级、40 个省级在

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项。

学院每年都推出大型原创项目、剧目和曲目，获广泛

赞誉。原创作品《赶海乐》、《戏梦人生》分别在第九届、

第十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中获表演和剧目二等奖。

原创清唱剧《汤若望》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世界首演中反

响热烈，在大连市第五届“新人新剧目”展演中获优秀剧

目奖。原创清唱剧《樱之魂》金州新区大剧院成功上演，

受到中国对外友好协会、辽宁省对外友好协会、日本石川

县日中友好协会及创价大学的一致好评。

学院艺术团队和师生们在国内外各项赛事中，屡创佳

绩。学院合唱团在第八、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合唱比赛

中两次获得银奖，获第三、第四届海峡两岸合唱节金奖，

在第十四届 CCTV 青歌赛上进入决赛。民族室内乐团受中

国音协选派、代表中国参加白俄罗斯举办的国际民族音乐

节，获团体金奖和 3 项个人金奖，教育部、中国音协发来

贺信，给予高度赞扬。民乐团在辽宁省高校民族器乐展演

中获 5个金奖、3个银奖、团体第一名和唯一最佳指挥奖。

学院交响乐团在“第 32 届中国·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演

出轰动冰城。

音乐学院教师在第三、第四届“神州唱响”全国高校

声乐展演中，获美声、民族、通俗组4个银奖和 3个铜奖，

范维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大型综艺节目《寻找刘三姐》

中荣获铜奖，李翔在“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歌剧声乐展演”

中斩获铜奖；大型情景话剧《党的儿女》荣获辽宁省第四

届大学生戏剧节剧目一等奖，《我亲爱的爸爸》和《为爱

放手》荣获短剧二等奖，肢体话剧《杨门女将》在“第三

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上获得优秀组织奖、优秀剧目奖和专

业组唯一的优秀导演奖；《反正乐下水世界历险记》荣获

辽宁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比赛动画类一等奖，《水源》荣

获图形图像类二等奖，《牧羊曲》荣获音乐类三等奖；学

生在历届全国高等院校服装类专业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中获

服装设计、服装表演和化妆造型比赛 23 项大奖。

学院培养了大量的应用型艺术人才，成为各个行业的

佼佼者。莫龙丹获得花儿朵朵全国总冠军。付家亮成为总

政歌舞团专业演员。崔永平在《超级演说家》中获得全国

总冠军。姜寒在央视一套热播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中

饰演三号男主角花小宝。童振军在《战雷》、《永不磨灭

的番号》等电视剧中展现良好的表演素质。李琪在浙江卫

一、招生对象与报名条件

1. 音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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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中国好声音》汪峰组 PK 战中进入前四强。周镇毕业

当年从零资本创业到签订 800 万元雕绘项目合同，创业奇

迹引起媒体争相报道。王敏独立创办两家公司，被评为大

连市大学生创业典型。耿震毕业不久，就担当大连市中山

区天才创业工场的领军重任，为全区大学生创业发展提供

迅速成长的孵化基地。

2013 年学院整体搬迁至新校区。新校区占地 60.38 万

平方米，总规划建筑面积为 36.24 万平方米，已建有各二

级学院的独立楼体、图书馆、学生公寓、大学生活动中心

和体育场等。新校区的基础设施功能齐全，教学设施配置

完备，充满文化气息、富有艺术魅力。

“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为了教学、一切为了学院发展”

是大艺的办学理念，“明德、精艺、崇实、尚美”的校训

是大艺人的人生信条。大连艺术学院将紧紧抓住艺术人才

培养质量这个核心 , 追求卓越、敢为人先，打造优势 , 创

新发展，使学院始终在国内民办艺术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

清唱剧《樱之魂》首演在金州新区大剧院完美盛放，300 余大
艺师生倾情演绎

学院原创清唱剧《汤若望》在国家大剧院首演，王贤俊董事长
教授向莅临现场的施明贤大使赠送墨宝

创价大学马场校长代池田大作先生授予王贤俊董事长“创价大
学最高荣誉奖”

学院原创清唱剧《汤若望》在国家大剧院世界首演中反响热烈，
在大连市第五届“新人新剧目”展演中获最高荣誉——优秀
剧目奖

民族室内乐团受中国音协选派、代表中国参加白俄罗斯举办
的国际民族音乐节，获团体金奖和 3 项个人金奖（从左至右
依次为学院王贤俊董事长、本届大赛组委会执行主席、学院
教师）

二、本科艺术类专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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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

备音乐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中小学、

社会音乐团体、文化馆站、科研单位和出版、广

播影视部门从事音乐教学、研究等工作的应用型、

复合型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视唱练耳、基本乐理、和声

学基础、曲式与作品分析、复调基础、音乐与动作、

合唱与指挥基础、柯达依体系的视唱练耳、弹唱、

钢琴伴奏艺术、音乐教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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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演

学院合唱团多次代表大连市、辽宁省参加全国“青歌赛”“金
钟奖”等大型比赛，并取得骄人成绩

大型情景话剧《党的儿女》深入各机关、社区、学校和部队
为五千余名观众演出

学院原创肢体话剧《杨门女将》在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上
获得优秀组织奖、优秀剧目奖和专业组唯一的优秀导演奖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

备舞蹈编导方面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能在文艺单

位、文化馆站、中小学、出版、广播影视部门等单位，

从事舞蹈和舞剧编创、专业教学等工作的应用型、

复合型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基本功训练、民间舞、舞蹈

编导、导演与排练、剧目分析、曲式分析、舞美

与灯光、舞蹈编导学、舞蹈作品赏析等。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

备舞蹈表演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在文艺表

演团体、文化馆站、中小学从事舞蹈表演和专业

教学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基本功训练、中国民族民间

舞、素质技巧、身韵、中外舞蹈史、舞蹈概论、

舞蹈编导、教学剧目、舞蹈教法等。

设有影视表演、服装表演与设计 2 个专业方

向。

   表演（影视表演）：本专业方向培养掌握

影视表演基本理论和塑造完整人物形象的技能，

具备一定表演教学能力，能在专业的文艺团体、

大中专艺术院校、企事业单位，从事表演、群众

文化艺术推广、教学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表演、台词、形体、声乐、

影视综合知识、化妆、影片赏析、艺术概论、戏

剧影视文学、中外戏剧史等。

  表演（服装表演与设计）：本专业方向培

养系统掌握服装表演与设计理论知识，具备从事

服装表演、服装设计、化妆、服装编导、平面模

特等工作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服装表演、服装设计、服装

编导与制作、时装媒体策划与推广、人物整体形

象设计、服装立裁造型设计等。  

本专业培养能在广播电视系统和文化宣传部

门以及新媒体行业从事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电

视节目制作、新闻采访写作、文案写作等工作的

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视听语言、影视导演基础、

电视节目策划、电视节目制作、新媒体概论、电

视节目包装、文案写作、剧本写作、摄影摄像技术、

灯光基础、纪录片理论与创作等。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本专业培养能在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及

文化传媒集团等相关单位从事新闻播音、节目主

持、现场报道、体育评论解说、节目制作、影视

配音及播音主持教学工作的应用型高级复合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播音主持概论、节目主持人

概论、语音发声、播音创作基础、即兴口语表达、

广播播音与主持、电视播音与主持、新闻采访与

写作、电视节目制作、非线性编辑、非节目主持

艺术等。

 

  播音与主持艺术（韩语节目主持）：本专

业方向培养能在广播电视台及其他单位熟练运用

韩语从事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及新闻报道、节目制

作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语音发声、播音创作基础、

基础韩语、综合韩语、韩语视听说、非线性编辑、

韩语采访与写作实训、韩语播音与主持等。

  播音与主持艺术（日语节目主持）：本专

业方向培养能在广播电视台及其他单位熟练运用

日语从事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及新闻报道、节目制

作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 : 语音发声、播音创作基础、

基础日语、综合日语、日语视听说、非线性编辑、

日语采访与写作实训、日语播音与主持等。  

学院原创作品《赶海乐》在第九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中
获表演二等奖、剧目三等奖

学院原创作品《戏梦人生》在第十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
中获表演二等奖和原创教学剧目二等奖，在辽宁省“荷花杯”
舞蹈大赛中获金奖第一名，该舞蹈登上央视《我要上春晚》舞台

2. 音乐学

4. 舞蹈编导

3. 舞蹈表演

6. 广播电视编导

7. 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交响乐团在“第32届中国  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演出轰动
冰城，受到高度赞扬

8. 动画

本专业培养能在动画制作、网络游戏开发、

影视广告等行业中从事动漫相关技术型工作的应

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动画概论、动画造型设计、

动画速写、风景写生、动画场景设计、动画运动

规律、动画导演基础、摄影、卡通雕塑、漫画基础、

定格动画、网络动画、动画短片实践、影视后期等。

学生在历届“全国高等院校服装类专业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中
获服装设计、服装表演和化妆造型比赛 20 余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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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环境设计

12. 中国画10. 绘画

11. 雕塑

学生设计作品在第三届中国泳装设计大赛中荣获金奖

学生在全球华人地区规模最大的学生广告活动“金犊奖”比
赛中获铜奖

教师李翔在“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歌剧声乐展演”中斩获铜奖

9. 美术学

本专业培养能从事美术学领域的艺术创作、

美术评论、艺术编辑、艺术管理，以及能够在文博、

美术史论、美术教育领域进行教学和科研等方面

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

艺术概论、中外现当代美术思潮、西方现代设计史、

中国工艺美术史、美学原理、专题写作、艺术考

古与文化遗产、古画修复与装裱、教育心理学、

中小学美术教学法、中小学美术课程解析、素描、

色彩、速写、油画、国画、风景写生等。

本专业培养能在与绘画（油画、版画）相关

行业如美术馆、文化馆、设计公司、出版单位等

领域从事专业创作、设计、美术编辑辅导等方面

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

艺术概论、素描、人物肖像、人体、静物、临摹、

综合材料、木刻版画、数码版画、风景写生等。

本专业培养能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从事雕

塑创作、设计或制作、加工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

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

艺术概论、素描、泥塑基础、装饰基础、立体构成、

装饰雕塑、雕塑基础造型、应用装饰雕塑、雕塑

材料工艺等。

本专业培养能在与中国画相关行业从事创作、

教学、制作以及设计、编辑、文博管理等方面工

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

艺术概论、素描、色彩、国画花鸟、国画山水、

国画人物、书法基础、篆刻等。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

备国际设计文化视野、适合于创新时代需求，集

传统平面（印刷）媒体和现代数字媒体，掌握视

觉传达设计专业必备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学

会平面设计、策划与制作的基本技能，具有从事

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能在专

业设计领域、企业、传播机构、大企业市场部门、

中等院校、研究单位从事视觉传播方面的设计、

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标志设计、版式设计、书籍

装帧设计、动态界面设计、广告策划与设计、包

装设计、企业形象设计、项目课题设计等。

本专业培养具备环境设计的表达、方案设计、

施工制图或施工管理等方面的能力，能在企事业、

专业设计部门、学校、科研单位从事环境与建筑

艺术的总体现划设计、室内外设计、园林设计以

及教学与科研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 ：设计概论、空间构成设计基

础、建筑设计基础、工程测绘制图、环境效果图

快速表现、居住空间设计、公共空间设计与实训、

植物配置与应用、景观设计与实训、展示空间设

计等。

13. 视觉传达设计

15. 产品设计

16.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 工艺美术

18. 艺术设计学

本专业培养具备独立设计、制作主题系列小

型产品、电器产品和家具产品设计的能力，能适

应产品行业设计制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形态设计基础、产品造型材

料与工艺、电器产品造型设计、工业产品概念设计、

家具设计、展示陈列产品设计、小型产品项目设计、

小型交通工具设计等。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服装与服饰设计理论知

识，具备独立设计制作系列服装与服饰的能力，在

服装相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服装设计、服装结构制图、

服装工艺学、服饰设计与制作、服装立裁造型设计、

服装 CAD、服装陈列设计、针织服装工艺与设计、

人物整体形象设计等。

本专业旨在培养掌握一定工艺美术基本理论，

对材料、工艺有一定的了解，学会传统工艺美术

品制作及现代工艺美术品设计、制作的基本技能，

具备独立设计、制作主题系列工艺美术装饰品、

纪念品和首饰的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包括：传统工艺品制作、纤维

艺术、髹漆工艺、皮革工艺品设计与制作、金属

工艺、首饰设计与制作、陶艺工艺品设计、纪念

品开发与设计、实用装饰品设计等。

本专业旨在培养了解中外艺术设计及其应用、

传播的历史知识，掌握艺术设计学的基本原理与

研究方法，有一定的设计研究与管理能力，熟悉

全球艺术设计潮流及其应用和传播，具有进行本

专业独立思考、分析、研究和实践的能力，能够

从事艺术设计相关研究、管理、编辑及教学等工

作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包括：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外工

艺美术史、设计概论、设计管理、中国古代设计文

献选讲、艺术考古与文化遗产选讲、专业写作、设

计研究专题、设计应用专题、艺术史研究方法论、

艺术传播学等，其中设计研究专题课程、设计应用

专题课程是本专业强调理论联系实践的特色课程。

教师范维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大型节目《寻找刘三姐》中荣
获铜奖，并参加该台“合唱春晚”的演出

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为学生提供了优良的学习条件学院培养了大批应用型艺术人才，图为“超级演说家全国总
冠军”崔永平返校和院领导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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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科艺术类录取办法说明

五、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说明

六、收、退费等说明

三、招生范围

1. 考生须持所在省（自治区）招生办公室核
发的《艺术专业准考证》；

2. 身份证原件（无身份证者提供户口簿原件
和复印件）；

3.近期同底一寸免冠照片 2张（背面写姓名、
报考专业）。

具体加试时间、地点请以各省招办公布为准。

对我院未设立考点的省份，承认该省统（联）考

专业加试成绩。

备注：2015 年学院除个别特殊省份外，不再

发放专业加试合格证，考生请凭考生号和身份证

号登录学院网站直接查询和打印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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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国有计划的省份招生。

普通高校本科学生学习期满，成绩合格颁发

大连艺术学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证书。达到

大连艺术学院学位授予标准的颁发大连艺术学院

学士学位证书。

1. 学费、住宿费收取标准：

本科艺术类学生 16000 元 /年，普通类学生 13000

元 / 年。住宿费 1200 元 / 年左右，具体按照物价

部门批准并办理收费许可的标准向学生收费。

2. 学费的退费办法：

学校按辽价发【2011】53 号文件规定执行。

3. 学费、住宿费、退费标准如有变化，按当年物

价部门最新文件标准执行。

到计划名额时，若总成绩并列，则按专业课成绩

择优录取。

4. 外语单科成绩：除音乐表演专业（乐器演

奏方向）、音乐表演专业（声乐演唱方向）、音

乐表演专业（流行音乐方向）、音乐表演专业（键

盘乐器演奏方向）、表演专业（影视表演方向）、

表演专业（服装表演与设计方向）、舞蹈表演专业、

绘画专业、中国画专业、雕塑专业外，其他专业

要求不低于 50 分（按满分 150 分进行折算）。

对我院设立专业加试考点的省份专业加试合

格的考生和我院未设立专业加试考点的省份取得

省级统（联）考专业合格证的考生，在高考文化

课成绩达到生源所在地艺术类文化课考试规定分

数线的情况下：

1. 音乐表演专业（乐器演奏方向）、音乐表

演专业（声乐演唱方向）、音乐表演专业（流行

音乐方向）、音乐表演专业（键盘乐器演奏方向）、

表演专业（影视表演方向）、表演专业（服装表

演与设计方向）、舞蹈表演专业、绘画专业、中

国画专业、雕塑专业文化课成绩达到我院划定的

录取分数线后，按专业课成绩录取。

2、除绘画、中国画、雕塑专业以外的美术类

专业按照综合分 1（综合分 1= 文化分 *40%+ 专业

分 *60%）从高分到低分录取。达到计划名额时，

若总成绩并列，则按专业课成绩择优录取。

3. 音乐学专业、舞蹈编导专业、广播电视编

导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按照综合分 2（综

合分 2= 文化分 + 专业分）从高分到低分录取。达

1. 本科音乐表演专业（乐器演奏方向）、音

乐表演专业（声乐演唱方向）、音乐表演专业（流

行音乐方向）、音乐表演专业（键盘乐器演奏方

向）、表演专业（影视表演方向）、表演专业（服

装表演与设计方向）、舞蹈表演专业、绘画专业、

中国画专业、雕塑专业取得以下规定名次的新生

可向学院申请新生奖学金。

2. 凡上述专业或专业方向的考生，属于省统

（联）考的，其统（联）考成绩排名达到该省专

业统（联）考前 5 名的报考我院，被我院录取并

取得学籍给予 5 万元的新生奖学金；其统（联）

考成绩排名达到该省专业统（联）考前 6-10 名的

报考我院，被我院录取并取得学籍给予 3 万元的

新生奖学金；其统（联）考成绩排名达到该省专

业统（联）考前 11-20 名的报考我院，被我院录

取并取得学籍给予2万元的新生奖学金。其统（联）

考成绩排名达到该省专业统（联）考前 21-30 名

的报考我院，被我院录取并取得学籍给予 1 万元

的新生奖学金。

3. 凡上述专业或专业方向的考生，参加我院

组织专业加试的，其加试成绩排到参加我院专业

加试所有考生前 3 名的报考我院，被我院录取并

取得学籍给予 3万元的新生奖学金。

4. 以上专业或专业方向新生奖学金的申请办

理按学院有关规定执行。

四、艺术类考生专业报名与考试要求

八、本科新生奖学金颁发原则

影视学院、传媒学院

图书馆

王贤俊董事长在广西龙胜鸡血玉上题写的校名

美术学院

音乐学院

王贤俊董事长为教诲勉励学生而在广西龙胜鸡血玉上题写的
《玉渊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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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规定 十、联系方式

10

1. 身体健康状况要求：按照教育部、卫生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2. 按省招考委关于加分、降分投档以及同等

条件下录取等照顾录取规定执行。

3. 新生入学三个月内进行全面复查，对专业

不符合条件或考试有徇私舞弊等行为者，按有关

规定处理。

4. 根据大公发 [2002]73 号文件精神，辽宁

省新生不再办理户口迁移。其他地区新生是否迁

移户口，以学生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的规定为准。

电话：0411-39256115  39256116   

传真：0411-39256123

地址：中国辽宁省大连开发区同汇路 19 号

邮编：116600

网址：http://www.dac.edu.cn/

艺术设计学院 服装学院

综合教学楼（文化艺术管理学院、基础教学部） 大学生活动中心

学院全景

         大 连 艺 术 学 院
2015 年在部分省、市设点考试专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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