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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艺术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

一、组织机构

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长：郭琳、吕健

组员：王江鹏、刘艳卿、安辉、徐茜、武红、任斌、张晓菊

二、各学科专业复试分数线

三、达到复试线的考生名单（分专业/方向）

1、美术学

考生编号 姓名 报考专业 总分 备注

106972611605569 刘新鸽 美术学 382

106972611605530 饶晋源 美术学 375

106972611605550 周洁 美术学 373

106972611605570 晏孝寒 美术学 364

2、美术

考生编号 姓名 报考专业 总分 备注

106972611603561 陈怡霏 美术 389

106972611603543 郭睿 美术 387

106972611603760 陈慧 美术 385

106972611603782 任亚楠 美术 383

专业（方向） 政治
外国

语

业务课

1

业务课

2
总分 总计划

推

免

公开招考

计划

上线人

数

美术学 40 40 60 60 361 23 11 12 4

美术 40 40 60 60 361
65

（含 1个

士兵）

17
48

（含 1个

士兵）

27
（含 1个

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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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72611603828 孔翠萍 美术 382

106972611603513 贺若昕 美术 379

106972611603582 宗德军 美术 377

106972611603663 赵妍 美术 375

106972611603794 陈琪 美术 375

106972611603604 魏言畅 美术 374

106972611603795 吴浩榕 美术 373

106972611603685 高凡凡 美术 372

106972611603750 孙婷 美术 372

106972611603591 张洲彬 美术 371

106972611603526 陈雅茹 美术 368

106972611603560 王新凯 美术 368

106972611603669 张豪 美术 368

106972611603822 加利 美术 368

106972611603705 沈楚珩 美术 367

106972611603808 杨雯 美术 366

106972611603793 杨茜楠 美术 365

106972611603540 冯倩 美术 363

106972611603587 邓冰叶 美术 363

106972611603525 白玉洁 美术 361

106972611603702 蒋可心 美术 361

106972611603804 董青洋 美术 361

106972611603629 谢子涵 美术 339 退役士兵计划

四、复试工作流程及原则；

1. 2022 年 3月 24 日之前，参加复试的考生必须提交下述资格审核材料：

（1）考生二代居民身份证、初试准考证、所在单位填写的政治审查表扫描

件。

（2）应届毕业生需提供学生证或《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扫描件；往

届生须提供毕业证、学位证扫描件。

（3）“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须提供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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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诚信网络远程复试承诺书》。

（5）个人自述、大学学习成绩单、毕业论文（设计）摘要或进展报告、发

表论文及获奖证明、代表作品等补充材料扫描件。

请 所 有 参 加 复 试 的 考 生 ， 将 以 上 材 料 合 成 一 个 PDF 发 送 至

ysxy88302553@126.com 邮箱。

2. 资格材料造假的考生或者审查不合格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

3. 复试采用网络远程复试。远程复试平台为腾讯会议，备用平台为阿里钉

钉。请考生必须提前安装，并熟练操作。

4. 复试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外语能力测试，形式为考官随机提问并外语问

答；专业能力测试，形式为抽取题目并现场作答以及思想品德考核。每个考生面

试总时长为 20 分钟。其中，思想品德考核不计入复试总成绩，但思想品德考核

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5. 复试满分为 300 分，其中外语能力测试 60 分，专业能力测试 240 分。

复试总成绩低于 180 分者，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总成绩（满分 100 分）＝（初试成绩/500*0.7+复试成绩/300*0.3）*100

录取原则：按总成绩高低依次录取（若总成绩相同，则按初始成绩高低依次

录取）。复试成绩低于 180 分（满分 300 分）的考生不予录取，思想品德考核不

合格者不予录取。

6. 复试过程，具体要求如下：

（1）请考生准备麦克风，2部带摄像头的设备，手机或电脑均可。1 部摄

像头从正面拍摄，另 1部摄像头从考生侧后方拍摄。具体机位摆放可查询《西北

大学 2022年硕士研究生远程网络复试指南》。网络要求为WiFi，手机流量备用。

请考生务必提前按照要求准备好设备，并调试好，确保网络良好，能够满足复试

要求。设备不符合要求或面试中途断网超过 5分钟者，视为自动放弃复试。

（2）考生需保证一人在独立的房间进行复试，要求室内灯光明亮，安静，

不逆光。

（3）考生音频视频必须全程开启，全程正面免冠朝向摄像头，保证头肩部

及双手出现在视频画面正中间。不得佩戴口罩，保证面部清晰可见，头发不可遮

挡耳朵，不得戴耳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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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面试期间，考生禁止离开摄像头覆盖范围，禁止使用耳机，禁止接打

电话，禁止采用任何方式变声。

（5）面试全过程，考生不准查阅资料，不准录屏录像录音。面试问答环节，

考生必须注视摄像头，视线不得离开。面试专业课环节，考生所有绘画工具，考

生身份证、准考证，必须在视频范围内，以备随时查验。

（6）面试期间，视频背景必须是真实环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不允许

更换视频背景。

（7）学院会对复试全程录音录像。请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务必自觉自律。

对弄虚作假及考试违规、作弊的考生，无论何时核查确定，一律按照《国家教育

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严肃处理。

7.调剂考生面试要求按本复试方案执行。调剂要求请查询《中国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

五、复试工作时间表

1. 美术学专业网络复试时间：2022 年 3月 26日。

复试平台：腾讯会议、阿里钉钉

2. 美术专业网络复试时间：2022 年 3月 26、27日。

复试平台：腾讯会议、阿里钉钉

3. 网络复试演练时间：2022 年 3月 25日。

演练平台：腾讯会议、阿里钉钉

六、联系方式

艺术学院研究生办公室：029-88302553 (杨老师、冯老师)

艺术学院招生专用邮箱： ysxy88302553@126.com

西北大学艺术学院

2022年 3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