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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馨 提 示 
 

欢迎您报考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是全军唯一一支专业文艺单位，是服务

强军、服务基层、服务官兵的重要力量。按照全军统一招考部署

安排，文体岗位实行先面试后笔试，报考人员先向我中心报名参

加面试，面试分为初试和复试，面试合格者方可获得报名参加全

军统一考试资格。面试由我中心统一组织，不在京外设考点，不

通过任何中介机构招聘面试，不组织任何形式的考前培训。报考

人员面试期间的食宿和差旅等费用由本人自理。 

如果您成为我们的一员，必须严格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文

职人员条例》和军队规章制度，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得

参加任何有偿服务，以及地方组织的任何演出、比赛、选秀等活

动。如果您愿意为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请认真阅读以下报

考指南并填写《文职人员报考资格审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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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简介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成立于 2018 年 4 月，由中央军委政治

工作部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歌舞团、话剧团、歌剧团和解放军军

乐团等单位组建而成，隶属于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是全军唯一

一支集军事影视、军事文艺、军乐等多部门的专业文艺单位，下

设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文工团、解放军军乐团等单位。 

中心成立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为强军服务、为基层服务、

为官兵服务根本职能，继承和发扬军队文艺工作的优良传统，时

刻牢记军事文艺姓军为战的初心本真，深入部队宣传强军思想、

记录强军征程、开展文化服务，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部队边

防哨所。完成《古田军号》、《2019 阅兵盛典》等军内外影片

创拍任务，担负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闭幕式、中央军委慰问

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国宾欢迎仪式、阅兵庆典等党、

国家和军队重要文艺演出以及内外事司礼演奏任务，创演《钢铁

洪流进行曲》等经典作品，为鼓舞军心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作

出了积极贡献，展示了军队文艺单位和文艺战士的良好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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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考 须 知 
 

一、招考对象 

符合招考岗位要求的高校毕业生或者社会人才。 

二、基本条件 

1.政治条件。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符合军队招

录聘用文职人员政治考核的标准条件。 

2.身体条件。符合军队招录聘用文职人员体格检查的标准条

件，部分艺术专业岗位需符合相关专业标准要求。 

3.年龄条件。报考初级专业技术岗位的，年龄不超过 35 周

岁（1985 年 4 月以后出生）；报考中级专业技术岗位的，年龄

不超过 45 周岁（1975 年 4月以后出生）。报考舞蹈表演专业岗

位的，年龄不超 24 周岁（1996 年 4 月以后出生）。 

4.学历条件。报考人员应当具有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科以

上学历。部分艺术专业岗位可为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各专业岗位

具体学历要求以招考岗位计划为准。部分艺术岗位要求的“重点

专业类艺术院校毕业生”是指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2017

年）“艺术学”所涵盖院校毕业生（https://www.chinadegrees.cn 

/xwyyjsjyxx/xkpgjg/）和军队院校毕业生。 

5.资格条件。报考人员应当具有相应招考岗位要求的职称和

职业资格。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外，报考初级专业技术岗位，

以及博士研究生报考中级专业技术岗位的，不作资格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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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条件。军队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的配偶子女，未婚军

队烈士的兄弟姐妹，现役军人、当年退役军人、在职病故军人和

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的配偶子女需提供相关证件及单位出具

的烈士（军人）及亲属关系证明（加盖公章）；在军队工作年限

满 5 年以上的未纳编原社会招聘文职人员、社会聘用人员和服役

年限满 5 年以上且被评为优秀士兵或者获得嘉奖以上奖励的退

役优秀大学生士兵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招考岗位所要求的其他条

件详见各招考岗位要求。 

报考人员取得学历学位，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三、招考程序 

实行先面试后笔试，由我单位组织报名、审核和面试，面试

成绩合格者方可取得全军统一考试资格。 

1.报名。报名时间自军队人才网发布 2021 年全军面向社会

公开招考文职人员公告之日起，第 5 日（2021 年 4 月 7 日）20:00

截止。报名采取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报考人员在报名时限内将

《文职人员报考资格审查表》等资格审核材料按规定顺序发送到

报考岗位指定邮箱。我单位将依据报考人员提供材料进行资格初

审。审查合格者方可具备初试资格。 

2.初试。采取考生网上发送电子邮件、初试考评小组审阅资

料的方式进行。考生需提供报考岗位所要求的音视频、文档等材

料，与报名材料一并发送到报考岗位指定邮箱。考评小组对考生

提供的初试材料进行评选，成绩合格者方可具备复试资格。我单

mailto:发送到XXX@163.com
mailto:发送到XXX@163.com
mailto:发送到XX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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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将在报名结束 6 日内，通过短信、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告知

资格初审和面试初试结果。 

3.复试。采取现场考核方式，部分专业进行两轮复试。考生

按照用人单位《关于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复试通知书》的

要求，在规定时限内，携带报名时提供的资格审核资料原件、复

印件以及考试所需器材等到我单位进行现场资格复审和复试，复

试合格者方可具备参加全军统一考试资格。复试考评小组按照不

低于招考岗位计划中明确的入围比例确定面试合格者，并当场告

知考生，考生签字确认。 

4.全军统一考试。面试合格的考生根据用人单位发送的缴费

通知书及报考码，在军队人才网（http://www.81rc.mil.cn）进

行全军统一考试（笔试）的报名、缴费，并自行打印准考证，凭

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在指定地点按时参加考试。 

5.确定预选对象。按照计划招考人数 1:1.2 的比例，根据报

考人员总成绩由高到低确定预选对象。 

6.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和综合考察。用人单位组织对预选对

象进行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和综合考察。 

7.确定拟录用对象。对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和综合考察合格

的预选对象，按照总成绩排名确定拟录用对象名单。 

四、通联方式 

联 系 人：任干事 

联系电话：010-66823190   130012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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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 8:00-11:30,14:30-17:30） 

面试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7 号 

面试乘车路线：导航“中国剧院”，乘坐北京市地铁 16 号

线“万寿寺站”（C口），公交 74 路、300 路内环、323 路、362

路、374 路可达，请沿指示牌进入面试地点，院内不设停车场。 

1.八一电影制片厂联系人：李干事、毛干事 

联系电话：010-66824752   010-66824034 

（工作日 8:00-11:30,14:30-17:30） 

电子邮箱：wzry007@jfjwhyszx.com 

单位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北里甲 1 号 

2.解放军文工团联系人：黎干事 

联系电话：010-66868038   010-66868362 

（工作日 8:00-11:30,14:30-17:30）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7 号 

3.解放军军乐团联系人：王干事 

联系电话：010-66863586 

（工作日 8:00-11:30,14:30-17:30） 

电子邮箱：wzry008@jfjwhyszx.com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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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岗位要求 
 

一、八一电影制片厂 

公开招考 2名艺术岗位文职人员：化妆岗位 1名，化妆员，

从事电影化妆工作；剪辑岗位 1名，四级剪辑师，从事影视后期

剪辑、影片调色及 DIT 工作。 

具体岗位要求详见八一电影制片厂招考岗位指南。 

二、解放军文工团 

公开招考 54 名艺术岗位文职人员： 

1.编剧岗位 8 名:三级编剧 2 名，分别从事戏剧编剧工作和

作词工作；四级编剧 6名，从事戏剧编剧工作 3名、从事舞蹈编

导工作 2 名，从事作词工作 1名。 

2.导演岗位 4名：三级导演 1 名，从事影片导演工作；四级

导演 3名，从事戏剧导演工作 2名，从事影片导演工作 1 名。 

3.作曲岗位 1名：四级作曲，从事作曲工作。 

4.演奏员岗位 5名：三级演奏员 1 名，从事器乐演奏工作；

四级演奏员 4名，从事器乐演奏工作 3名，从事西洋器乐演奏工

作 1 名。 

5.演员岗位 21 名：均为四级演员，从事合唱工作 6 名，从

事舞蹈表演工作 6 名，从事戏剧表演工作 6 名，从事器乐演奏工

作 3 名。 

6.指挥岗位 1名：四级指挥，从事器乐指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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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舞美设计岗位 8 名：三级舞美设计师 1名，从事舞美设计

工作；舞美设计员 7 名，从事舞美设计工作 1名，从事服装设计

工作 1名，从事舞台灯光设计工作 3 名，从事舞台音响设计工作

2 名。 

8.舞台技术岗位 6 名：均为舞台技术员，从事舞台灯光设计

与调光台操作工作 1 名，舞台音响设计与操作工作 5 名。 

具体岗位要求详见解放军文工团招考岗位指南。 

三、解放军军乐团 

公开招考 2名艺术岗位文职人员：均为四级作曲，从事作曲

工作。 

具体岗位要求详见解放军军乐团招考岗位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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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材料要求 
 

一、资格审核材料要求 

1.个人身份材料 

身份证，身份证如丢失，提供临时身份证或护照等证明本人

身份的材料。 

2.学历、学位材料 

①大专、本科、研究生毕业证，学士、硕士学位证。尚未毕

业的应届生应当出具学生证和所在院校就业指导部门提供的在

读证明，以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预计毕业时间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②国内院校毕业人员需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

表》、《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③留学回国人员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认

证书和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3.专业资格材料 

报考中级专业技术岗位的考生需提供相关部门颁发的职称

证书，如无职称证书可提供本人工作过的单位相关专业技术职务

聘任文件。 

4.其他材料 

①《文职人员报考资格审查表》。 

②社会人才需提供失业证明或所在用人单位出具的同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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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明（加盖公章），确实暂时无法出具的，需提供考生个人书

面承诺书，待确定为拟录用对象后，提供单位同意报考或个人离

职的相关证明材料。 

③满足岗位要求条件的其他证明材料。例如，“有（参加或

参与）工作经历”的需提供原用人单位开具的工作经历证明。 

5.有关要求 

考生报名时以上材料需按照上述顺序扫描成一个 PDF 文档，

《文职人员报考资格审查表》提供电子版 WORD 文档。 

现场复审时需提供以上材料原件。 

二、初试材料要求 

1.个人艺术简历（格式不限） 

2.专业成果展示或作品文稿（按岗位要求提供，非必须） 

3.音视频或图片资料 

具体材料要求详见岗位所属用人单位报考指南。 

三、所需材料命名及发送要求 

具体要求详见各用人单位报考指南。 

考生提供资料必须确保真实有效，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

取消录取资格，并视情追究相关当事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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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人员报考资格审查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片 

籍  贯  民  族  学历/学位  

现工作（学

习）单位 
 婚姻状况  

户  籍 

所在地 
 

入党（团） 

时    间 
 

现专业技术

职务及时间 
 

身份证号  职称及证件号  

学 

习 

经 

历 

起止时间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学位及证件号 

    

    

    

工 

作 

经 

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担任职务 证明人 

    

    

    

家庭主要 

成员及重要

社会关系 

称谓 姓  名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及职务 

    

    

    

    

个人主要 

成    果 
 

联系方式 手机：             座机：              电子邮箱：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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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电影制片厂招考岗位指南 
 

欢迎您报考八一电影制片厂！ 

按照全军统一招考部署安排，报考我单位艺术岗位文职人员

的，实行先面试后笔试，报考人员先向我单位报名参加面试，面

试程序包括初试和复试，面试成绩合格者方可取得全军统一考试

资格。面试由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统一组织，不在京外设考点，

不通过任何中介机构招聘面试，不组织任何形式考前培训。报考

人员面试期间的食宿和差旅等相关费用由本人自理。 

如果您能够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员，意味着您愿意为强

军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单位工作的特殊性，除了要有良好

的身体条件，还要随时做好外出执行任务的准备，时间有长有短，

有的任务还需向家人保密。如果您愿意为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力

量，请认真阅读以下指南，并填写《文职人员报考资格审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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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电影制片厂简介 
 

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中国唯一的军队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52

年 8 月 1 日，以拍摄军事题材影视片为主，是具有摄制战地纪实

片、军事教育片、新闻纪录片、国防科研片、故事片、电视剧等

多片种生产能力的综合性电影制片厂。2018 年转隶解放军文化

艺术中心，下设 2 个影视基地，单位主营区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建厂以来，拍摄各类题材影视作品近 3000 部，在完成好军

内影片创拍任务的同时，摄制出品了一系列院线电影，收获了各

类国家级电影节奖项荣誉，为国家电影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波

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异彩纷呈的电影画面，熠熠生辉的银幕形象，

受到广大官兵及观众的欢迎和喜爱，成为几代人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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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岗位要求 
 

一、剪辑岗位（四级剪辑师 1名，从事影视后期剪辑、影片

调色及 DIT 工作）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

以上，本科专业为戏剧与影视学类或设计学类，研究生专业为戏

剧与影视学或设计学，考试专业科目为戏剧与影视。有 1 年以上

熟练运用剪辑软件进行影片剪辑创作、30 分钟以上独立剪辑作

品的工作（需提供作品）经历。 

2.面试要求： 

（1）初试：个人简历及所提供的作品初选 

审核流程：考生发送个人简历、剪辑作品、个人阐述至电子

邮箱 wzry007@jfjwhyszx.com，用人单位进行初步评估和筛选。 

评价参考标准：所学专业、工作经验、作品水准、作品丰富

性（故事片、纪录片、专题片等片种，或者剪辑风格、运用手法

的多样性）、艺术修养、审美能力等。 

（2）复试：分专家面试与实操两个环节 

①专家面试：侧重考察考生的专业素质，多角度考察考生的

知识、能力、工作经验等综合素质。 

剪辑制作岗位题目设置倾向影片剪辑评价、纪录片剪辑特

点、流程等相关论述。 

②上机实操考试：考察考生对软件的熟练程度，对作品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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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设计、制作以及影片整体特效风格的把控能力（约 30 分钟）。 

由专家评委进行现场打分，最终以总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二、化妆岗位（化妆员 1 名，从事电影化妆工作） 

1.招考条件：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以上，本科专

业为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研究生专业为戏剧与影视学或电影（专

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戏剧与影视。女性，有 3 年以上影视

化妆工作经历。 

2.面试要求： 

（1）初试：个人简历及所提供的作品初选 

简历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工作经历、参与化妆作品的图

片及视频资料、相关专业的获奖证明材料。发送至电子邮箱

wzry007@jfjwhyszx.com。 

评估标准：对考生基本情况、工作经历、作品水平、获奖情

况等进行评估排序；相同条件下研究生学历者、有相关专业获奖

者或擅长影视特效化妆者优先。 

（2）复试：分影视化妆理论与实操两个环节 

①影视化妆理论。考核考生影视化妆基本理论，同时对考生

表达能力、心理素质、形象气质等进行综合考察，时间 20 分钟。 

②实操题。用人单位提供化妆材料、模特等，由考生根据考

题现场化妆，时间 30 分钟。 

由专家评委进行现场打分，最终以总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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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相关材料要求 
 

一、初试材料要求 

1.剪辑岗位四级剪辑师要求 

①格式：H264 编码的 mp4 文件，分辨率 1920×1080。 

②作品数量 1-3 部，30 分钟以上中、长篇作品。附影片获

奖证明、主流平台播出、播放证明（截图）。 

2.化妆岗位化妆员要求 

①考生需提供 1-3 部化妆作品（电视剧、电影、微电影、宣

传片、广告、舞台剧等），整合为时长 30 分钟以内视频，内容

不少于 3 种人物化妆造型，并附上人物造型定妆照，如有特效化

妆基础的考生可附加 1种特效化妆作品。 

②附主流平台播出、播放证明（截图）或影片获奖证明。 

③视频格式 mp4/mov；视频质量 1080p。 

④图片格式 jpg、png;图片分辨率 2048×1536 及以上。 

二、所需材料命名及发送要求 

1.命名方式：报考岗位＋从事工作＋姓名。 

2.发送要求：资格审核材料和初试材料压缩打包一次性发送

至电子邮箱 wzry007@jfjwhyszx.com。 

三、其他要求 

1.报考人员应严格按照规定时限和要求提交有关报考材料，

未按时限提交报名材料的，视为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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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考期间，每人只能报考一个岗位，报考人员须保证提供

材料真实可靠，一经发现有不符或弄虚作假，取消考试资格，并

视情追究相关当事人责任。 

3.报考人员所留的联系方式应准确无误，电话保持畅通。因

联系不畅造成的后果,由报考人员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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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文工团招考岗位指南 
 

欢迎您报考解放军文工团！ 

按照全军统一招考部署安排，报考我单位艺术岗位文职人员

的，实行先面试后笔试，报考人员先向我单位报名参加面试，面

试分为初试和复试，面试成绩合格者方可取得全军统一考试资

格。面试由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统一组织，不在京外设考点，不

通过任何中介机构招聘面试，不组织任何形式考前培训。报考人

员面试期间的食宿和差旅等相关费用由本人自理。 

如果您成为我们的一员，必须严格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文

职人员条例》和军队规章制度，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得

参加任何有偿服务，以及地方组织的任何演出、比赛、选秀等活

动。根据担负的任务，我们每年下部队服务不少于 6 个月，基本

都是远离北京的基层单位，以及高原海岛、边海防一线、戈壁荒

漠等环境艰苦地区。如果您愿意为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请

认真阅读以下指南，并填写《文职人员报考资格审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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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文工团简介 
 

解放军文工团于 2018 年 4 月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歌舞

团、话剧团、歌剧团三团合并组建，隶属于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是我军唯一的综合艺术团体，位于北京市

主城区。主要职能是开展军事文艺创作演出，为强军服务、为基

层服务、为官兵服务，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重大任务。 

我们始终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继承发扬军队文艺工

作优良传统，时刻牢记军事文艺姓军为战的初心本真，深入部队

宣传强军思想、开展文艺服务，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边防哨

所和高山海岛；完成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

出等重要演出任务，为鼓舞军心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了积

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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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岗位要求 
 

一、编剧岗位（三级编剧 1名，从事作词工作）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

以上，本科专业为中国语言文学类或戏剧影视文学，研究生专业

为中国语言文学或戏剧与影视学，考试专业科目戏剧与影视，有

3 年以上省部级艺术团体参与工作经历（仅限于社会人才），有

较强的文字功底和写作能力，取得中级职称证书。 

2.面试要求： 

初试：个人独立作词的音乐作品曲谱、音频或视频资料片段。

（10 分钟内） 

复试：①根据命题进行歌词创作；②针对创作内容进行问答；

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公共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1@jfjwhyszx.com 

二、编剧岗位（四级编剧 1名，从事作词工作）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

以上，本科专业为中国语言文学类或戏剧影视文学，研究生专业

为中国语言文学或戏剧与影视学，考试专业科目为戏剧与影视。

有 3 年以上省部级艺术团体参与工作经历（仅限于社会人才），

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和写作能力。 

2.面试要求： 

初试：2 部以内个人作词的音乐作品曲谱、音频或视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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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10 分钟内） 

复试：①根据命题进行歌词创作；②针对创作内容进行问答；

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公共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1@jfjwhyszx.com 

三、编剧岗位（四级编剧 2名，从事舞蹈编导工作）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学士）以上，本科

专业为舞蹈编导，研究生专业为舞蹈（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

目为艺术设计。重点专业类艺术院校毕业生，有较强的表达能力，

有创作或演出军旅作品等特长。 

2.面试要求： 

初试：2部以内本人创作的舞蹈作品视频资料。（10 分钟内） 

复试：①共同科目问答；②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

③根据命题进行舞蹈创作；④阐释作品创作理念并对作品进行表

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1@jfjwhyszx.com 

四、编剧岗位（四级编剧 1名，从事戏剧编剧工作，影视文

学编剧方向）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

以上，本科专业为戏剧影视文学或广播电视编导，研究生专业为

戏剧与影视学或广播电视（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戏剧与

影视。重点专业类艺术院校毕业生，有 3 年以上省部级艺术团体

参与工作经历（仅限于社会人才），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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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协调能力。 

2.面试要求： 

初试：个人创作的影视作品文学脚本及视频资料片段（电影、

电视剧、纪录片、专题片、短视频等体裁）。（10 分钟内） 

复试：①根据命题进行影视文学创作；②针对创作内容进行

问答；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1@jfjwhyszx.com 

五、编剧岗位（三级编剧 1名，从事戏剧编剧工作）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

以上，本科专业为戏剧学或戏剧影视文学，研究生专业为艺术学

理论或戏剧与影视学，考试专业科目为戏剧与影视。重点专业类

艺术院校毕业生，有 3年以上省部级艺术团体参与工作经历（仅

限于社会人才），有较强的文字组织和写作能力，取得中级职称

证书。 

2.面试要求： 

初试：2 部以内个人独立创作的戏剧、小品剧本和视频资料

片段。（10 分钟内） 

复试：①根据命题进行戏剧片段创作；②针对创作内容进行

问答；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1@jfjwhyszx.com 

六、编剧岗位（四级编剧 2名，从事戏剧编剧工作）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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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本科专业为戏剧学或戏剧影视文学，研究生专业为艺术学

理论或戏剧与影视学，考试专业科目为戏剧与影视。重点专业类

艺术院校毕业生，有 3年以上省部级艺术团体参与工作经历（仅

限于社会人才），有较强的文字组织和写作能力。 

2.面试要求： 

初试：2部以内个人创作的戏剧、小品剧本。（10 分钟内） 

复试：①根据命题进行戏剧片段创作；②针对创作内容进行

问答；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1@jfjwhyszx.com 

七、导演岗位（三级导演 1名，从事影片导演工作）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

以上，本科专业为广播电视编导或戏剧影视导演，研究生专业为

戏剧与影视学或电影（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戏剧与影视。

重点专业类艺术院校毕业生，有 3年以上省部级艺术团体参加工

作经历（仅限于社会人才），限导演专业方向，取得中级职称证

书。 

2.面试要求： 

初试：个人独立导演的影视视频资料片段。（10 分钟内） 

复试：①根据命题撰写导演阐述；②针对创作内容进行问答；

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1@jfjwhyszx.com 

八、导演岗位（四级导演 1名，从事影片导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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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

以上，本科专业为广播电视编导或戏剧影视导演，研究生专业为

戏剧与影视学或电影（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戏剧与影视。

重点专业类艺术院校毕业生，有 3年以上省部级艺术团体参加工

作经历（仅限于社会人才），限导演专业方向。 

2.面试要求： 

初试：个人导演的影视视频资料片段。（10 分钟内） 

复试：①根据命题撰写导演阐述；②针对创作内容进行问答；

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1@jfjwhyszx.com 

九、导演岗位（四级导演 2名，从事戏剧导演工作）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

以上，本科专业为戏剧影视导演，研究生专业为戏剧与影视学或

戏剧（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戏剧与影视。有 3年以上省

部级艺术团体参与导演工作经历（仅限于社会人才），限导演专

业方向。 

2.面试要求： 

初试：个人导演的戏剧、小品视频资料片段。（10 分钟内） 

复试：①根据命题撰写导演阐述；②针对创作内容进行问答；

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1@jfjwhyszx.com 

十、作曲岗位（四级作曲 1名，从事作曲工作，限器乐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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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

以上，本科专业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或录音艺术，研究生专业

为音乐与舞蹈学或音乐（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音乐。重

点专业类艺术院校毕业生，有 3年以上省部级艺术团体经历（仅

限于社会人才），熟练录音业务，并且熟练操作录音装置。 

2.面试要求： 

初试：个人创作的音乐类或歌曲类作品音频各 1-2 首（有总

谱可提供 Sibelius 版本格式或 PDF 格式总谱）。（10 分钟内） 

复试：①现场制作歌曲伴奏片段；②针对创作内容进行问答；

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1@jfjwhyszx.com 

十一、演员岗位（四级演员 3名，从事合唱工作，美声低音

方向）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

以上，本科专业为音乐表演，研究生专业为音乐（专业学位），

考试专业科目为音乐。男性，重点专业类艺术院校毕业生，限声

乐（美声低音）专业。 

2.面试要求： 

初试：①身份确认；②一条发声练习，男低音要求有效音高

到小字组 d或以下；③现场钢琴伴奏，原文原调背谱演唱一首歌

剧咏叹调，中外不限。（5 分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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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①钢琴伴奏原文原调演唱一首中外艺术歌曲；②视唱

练耳；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2@jfjwhyszx.com 

十二、演员岗位（四级演员 3名，从事合唱工作，美声中音

方向）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

以上，本科专业为音乐表演，研究生专业为音乐（专业学位），

考试专业科目为音乐。男性，重点专业类艺术院校毕业生，限声

乐（美声中音）专业。 

2.面试要求： 

初试：①身份确认；②一条发声练习，男中音要求有效音高

到小字组 e或以下；③现场钢琴伴奏，原文原调演唱一首艺术歌

曲，中外不限。（5 分钟内） 

复试：①钢琴伴奏原文原调演唱一首中外歌剧咏叹调；②视

唱练耳；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2@jfjwhyszx.com 

十三、演奏员岗位（四级演奏员 1 名，从事器乐演奏工作，

限钢琴专业）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研究生（硕士

以上），研究生专业为音乐与舞蹈学或音乐（专业学位），考试

专业科目为音乐。重点专业类艺术院校毕业生，有 1 年以上军队

院校或艺术团体工作经历（仅限于社会人才），限钢琴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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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试要求： 

初试：①身份确认；②背谱演奏一首中外钢琴作品。（10

分钟内） 

复试：①背谱演奏中国乐曲一首（曲目不得与初试重复）；

②视奏；③即兴伴奏；④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⑤共同

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2@jfjwhyszx.com 

十四、演员岗位（四级演员 3名，从事舞蹈表演工作，男性）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大专以上，高

职高专专业为舞蹈表演，本科专业为舞蹈表演，研究生专业为舞

蹈（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舞蹈。男性，重点专业类艺术

院校毕业生，限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或军旅舞蹈方向，身高

不低于 175CM，年龄不超过 24 周岁。 

2.面试要求： 

初试：①身份确认；②技术技巧组合；③舞蹈剧目展示。（8

分钟内） 

复试：①技术技巧组合；②舞蹈剧目展示；③即兴表演；④

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⑤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3@jfjwhyszx.com 

十五、演员岗位（四级演员 3名，从事舞蹈表演工作，女性）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大专以上，高

职高专专业为舞蹈表演，本科专业为舞蹈表演，研究生专业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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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舞蹈。女性，重点专业类艺术

院校毕业生，限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或军旅舞蹈方向，身高

不低于 165CM，年龄不超过 24 周岁。 

2.面试要求： 

初试：①身份确认；②技术技巧组合；③舞蹈剧目展示。（8

分钟内） 

复试：①技术技巧组合；②舞蹈剧目展示；③即兴表演；④

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⑤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3@jfjwhyszx.com 

十六、演奏员岗位（三级演奏员 1 名，从事器乐演奏工作，

手风琴或巴扬演奏方向） 

1.招考条件：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以上，本科专

业为音乐表演或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研究生专业为音乐与舞蹈

学或音乐（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音乐。女性，有 3年以

上军队工作或艺术团体工作经历，有手风琴、巴扬演奏特长，取

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 

2.面试要求： 

初试：①身份确认；②展示一首中外手风琴或巴扬技术性较

强的乐曲。（5分钟内） 

复试：①手风琴：《致勃拉姆斯狂想曲》谢苗诺夫，《发自

深处》古柏杜丽娜，《紫禁城》埃尔默萨（三选一）或巴扬：《帕

提塔》、《斯卡拉蒂奏鸣曲》、《顿河》（三选一）；②视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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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4@jfjwhyszx.com 

十七、演奏员岗位（四级演奏员 1 名，从事器乐演奏工作，

长笛专业）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学士）以上，本科

专业为音乐表演，研究生专业为音乐与舞蹈学或音乐（专业学

位），考试专业科目为音乐。重点专业类艺术院校毕业生，限长

笛专业，有电贝司、合成器、电吉他等专业特长。 

2.面试要求： 

初试：①身份确认；②自选大中型协奏曲中一个乐章（从巴

洛克时期、古典、浪漫及现代乐曲中选择）。（5 分钟内） 

复试：①指定曲目演奏（莫扎特 G 大调协奏曲、德维耶那 e

小调第七长笛协奏曲、赖内克 D大调协奏曲，三选一）；②视奏；

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4@jfjwhyszx.com 

十八、演奏员岗位（四级演奏员 1 名，从事器乐演奏工作，

小号专业）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学士）以上，本科

专业为音乐表演，研究生专业为音乐与舞蹈学或音乐（专业学

位），考试专业科目为音乐。重点专业类艺术院校毕业生，限小

号专业，有电贝司、合成器、电吉他等专业特长。 

2.面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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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①身份确认；②自选大中型协奏曲中一个乐章（从巴

洛克时期、古典、浪漫及现代乐曲中选择）。（5 分钟内） 

复试：①指定曲目演奏（海顿 bE 大调协奏曲第一乐章、胡

梅尔 bE 大调协奏曲第一乐章、彪姆小号协奏曲第一乐章，三选

一、要求用 bB 调小号演奏）；②视奏；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

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4@jfjwhyszx.com 

十九、演奏员岗位（四级演奏员 1 名，从事西洋器乐演奏工

作，西洋打击乐专业）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学士）以上，本科

专业为音乐表演，研究生专业为音乐与舞蹈学或音乐（专业学

位），考试专业科目为音乐。重点专业类艺术院校毕业生，限西

洋打击乐专业方向，有电贝司、合成器、电吉他等专业特长。 

2.面试要求： 

初试：①身份确认；②小鼓（杰奎斯·德雷克留斯《12 首

小军鼓练习曲》第 6 首），马林巴（须选择四锤演奏曲目），爵

士鼓（自选三种风格，每种演奏 20-30 秒的律动）。（5分钟内） 

复试：①小鼓（杰奎斯·德雷克留斯《12 首小军鼓练习曲》

第 9 首），定音鼓（《卡特组曲》任选一首），马林巴（须选择

四锤演奏曲目），爵士鼓（自选三种风格，每种演奏 20-30 秒的

律动），以上所有曲目不得与初试相同；②视奏；③一专多能才

艺展示（非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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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4@jfjwhyszx.com 

二十、演员岗位（四级演员 1名，从事器乐演奏工作，电吉

他演奏专业）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大专以上，高

职高专专业为表演艺术类，本科专业为音乐表演，研究生专业为

音乐与舞蹈学或音乐（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音乐。艺术

类院校毕业生，限电吉他演奏专业方向，有器乐特长。 

2.面试要求： 

初试：①身份确认；②自选曲目展示。（5 分钟内） 

复试：①自选曲目展示（曲目不得与初试重复）；②视奏及

即兴演奏；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4@jfjwhyszx.com 

二十一、演员岗位（四级演员 1名，从事器乐演奏工作，电

贝司演奏专业）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大专以上，高

职高专专业为表演艺术类，本科专业为音乐与舞蹈学类，研究生

专业为音乐与舞蹈学或音乐（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音乐。

艺术类院校毕业生，限电贝司演奏专业方向，有器乐特长。 

2.面试要求： 

初试：①身份确认；②自选曲目展示。（5 分钟内） 

复试：①自选曲目展示（曲目不得与初试重复）；②视奏及

即兴演奏；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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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4@jfjwhyszx.com 

二十二、演员岗位（四级演员 1名，从事器乐演奏工作，合

成器演奏专业）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大专以上，高

职高专专业为表演艺术类，本科专业为音乐与舞蹈学类，研究生

专业为音乐与舞蹈学或音乐（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音乐。

艺术类院校毕业生，限合成器演奏专业方向，有器乐特长。 

2.面试要求： 

初试：①身份确认；②自选曲目展示。（5 分钟内） 

复试：①自选曲目展示（曲目不得与初试重复）；②视奏及

即兴演奏；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4@jfjwhyszx.com 

二十三、指挥岗位（四级指挥 1名，从事器乐指挥工作）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研究生（硕士

以上），研究生专业为音乐与舞蹈学，音乐（专业学位），考试

专业科目为音乐。男性，有 3 年以上省部级艺术团体工作经历（仅

限于社会人才），限指挥专业方向。 

2.面试要求： 

初试：①身份确认；②指挥曲目：贝多芬《埃德蒙特序曲》

（现场指挥交响乐队或双钢琴）；③钢琴展示；奏鸣曲快版乐章

（古典或浪漫时期作品）或巴赫《十二平均律》的赋格。（20

分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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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①指挥曲目：艾伦·科普兰《阿帕拉契亚的春天》（自

带双钢琴现场指挥）；②现场指定用钢琴总谱视奏；③一专多能

才艺展示（非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4@jfjwhyszx.com 

二十四、演员岗位（四级演员 3名，从事戏剧表演工作，本

科以上）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

以上，本科专业为表演，研究生专业为戏剧与影视学或戏剧（专

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戏剧与影视。重点专业类艺术院校毕

业生，有 3 年以上省部级艺术团体工作经历（仅限于社会人才）。 

2.面试要求： 

初试：①身份确认；②台词：自选部队题材作品（体裁不限）；

③表演：自命题单人小品。（12 分钟内） 

复试：①共同科目问答；②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

③命题表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4@jfjwhyszx.com 

二十五、演员岗位（四级演员 3名，从事戏剧表演工作，大

专以上）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大专以上，高

职高专专业为表演艺术类，本科专业为戏剧与影视学类，研究生

专业为戏剧（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戏剧与影视。艺术类

院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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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试要求： 

初试：①身份确认；②台词：自选部队题材作品（体裁不限）；

③表演：戏剧片段、小品、曲艺任选一种。（12 分钟内） 

复试：①共同科目问答；②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必选）；

③命题表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4@jfjwhyszx.com 

二十六、舞美设计岗位（三级舞美设计师 1名，从事舞美设

计工作）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

以上，本科专业为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研究生专业为戏剧与影视

学，考试专业科目为舞台美术设计。有 3 年以上工作经历（仅限

于社会人才），熟练操作摄影摄像等机器使用，有舞台灯光音响

基础应用特长，取得中级职称证书，在本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2.面试要求： 

初试：学术成果（论文及在专业期刊发表专业学术文章情

况）；专业作品（个人专业作品介绍，已演出的设计方案展示）。 

复试：①现场实操；②专业问答；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

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5@jfjwhyszx.com 

二十七、舞美设计岗位（舞美设计员 1名，从事舞美设计工

作，限新媒体、数字媒体艺术或艺术与科技专业方向）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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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本科专业为广播电视编导或影视摄影与制作，研究生专业

为戏剧与影视学或广播电视（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舞台

美术设计。有 3年以上工作经历（仅限于社会人才），限新媒体、

数字媒体艺术或艺术与科技专业方向，有网站建设维护经验、新

媒体编辑制作和写作等经验或特长。 

2.面试要求： 

初试：独立创作或主要负责的作品和成果（网页、H5、短视

频、新闻稿等，限 10 分钟内视频或电子文档）。 

复试：①作品展示；②专业问答；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

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5@jfjwhyszx.com 

二十八、舞美设计岗位（舞美设计员 1名，从事服装设计工

作）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大专以上，高

职高专专业为服装表演与设计，本科专业为服装与服饰设计，研

究生专业为戏剧与影视学或艺术设计（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

目为艺术设计。有 3 年以上工作经历（仅限于社会人才），限服

装设计专业，实践动手能力强，具备裁剪、缝制、熨烫能力。 

2.面试要求： 

初试：作品展示（含作品介绍或设计方案）。 

复试：①作品展示；②专业问答；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

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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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5@jfjwhyszx.com 

二十九、舞美设计岗位（舞美设计员 3名，从事舞台灯光设

计工作）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大专以上，高

职高专专业为影视灯光艺术，本科专业为戏剧与影视学类或设计

学类，研究生专业为设计学或艺术设计（专业学位），考试专业

科目为舞台美术设计。男性，有 3 年以上工作经历（仅限于社会

人才），限舞台灯光专业方向，在本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2.面试要求： 

初试：作品展示（作品介绍或已演出的设计方案展示）。 

复试：①现场实操；②专业问答；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

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5@jfjwhyszx.com 

三十、舞美设计岗位（舞美设计员 2 名，从事舞台音响设计

工作）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大专以上，高

职高专专业为舞台艺术设计或影视灯光艺术，本科专业为戏剧影

视美术设计或设计学类，研究生专业为设计学或艺术设计（专业

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舞台美术设计。男性，有 3 年以上工作

经历（仅限于社会人才），限舞台演出音响扩声专业方向，在本

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2.面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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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作品展示（作品介绍或已演出的设计方案展示）。 

复试：①现场实操；②专业问答；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

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5@jfjwhyszx.com 

三十一、舞美技术岗位（舞台技术员 1名，从事舞台灯光设

计与调光台操作工作）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大专以上，高

职高专专业为舞台艺术设计或影视灯光艺术，本科专业为戏剧与

影视学类或设计学类，研究生专业为设计学或艺术设计（专业学

位），考试专业科目为舞台美术设计。男性，有 3 年以上工作经

历（仅限于社会人才），限舞台灯光专业方向，具有电工资质，

具有一定的设备维护与检修能力。 

2.面试要求： 

初试：作品展示（作品介绍或已演出的设计方案展示）。 

复试：①现场实操；②专业问答；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

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5@jfjwhyszx.com 

三十二、舞美技术岗位（舞台技术员 5名，从事舞台音响设

计与操作工作）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大专以上，高

职高专专业为舞台艺术设计或录音技术与艺术，本科专业为戏剧

与影视学类或数字媒体艺术，研究生专业为设计学或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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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舞台美术设计。男性，有 3年以

上工作经历（仅限于社会人才），限舞台演出音响扩声专业方向，

具备舞台音响管理使用能力，能够进行基本的设备维护与检修，

熟练操作调音台及周边设备。 

2.面试要求： 

初试：作品展示（作品介绍或已演出的设计方案展示）。 

复试：①现场实操；②专业问答；③一专多能才艺展示（非

必选）；④共同科目问答。 

3.报名电子邮箱：wzry005@jfjwhys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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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相关材料要求 
 

一、初试材料要求 

1.个人艺术简历（格式不限） 

2.专业成果展示或作品文稿（按岗位要求提供，非必须） 

3.音视频或图片资料 

①视频录制要求：考生须在独立、安静、明亮的房间内进行

录制，衣着得体，不得化妆，不戴美瞳，女生需束发，横屏拍摄。

录制时，考生手持身份证（正面）面向镜头，特写录制面部与身

份证，清楚念出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及报考专业确认身份，尔

后采用一个长镜头录制作品。考生须全貌清晰展现，不得中途离

开画面范围；不得采用任何编辑手段进行后期处理，不得使用录

制软件的内置特效，画面声音和图像需同期录制；不得使用扩声

麦克风，不得连接任何外置设备；不得出现与考试无关人员。其

中，舞蹈专业，音乐与舞蹈表演同步全程录制，视频录制过程可

中断更换服装，单个作品录制过程不得中断；器乐专业，考生脸

部、手臂、手指、乐器、钢琴踏板等不得离开画面；合唱专业，

考生必须用钢琴现场伴奏，演唱时需与钢琴伴奏处于同一画面。 

②音视频格式要求：视频格式为 mp4/mov，分辨率不低于

1080p，10 分钟内视频不大于 650MB、20 分钟内不大于 1.3G；音

频格式为 wav/aif 等无损音质格式，不大于 100MB。 

备注：视频拍摄后可使用软件压缩体积，但不得更改分辨率。 



 

— 39 —   
 

③图片格式要求：格式为 jpg/png，分辨率不低于 2048×

1536。 

二、所需材料命名及发送要求 

1.命名方式：岗位代码＋从事工作＋姓名。岗位代码见全军

发布的招考岗位计划。 

2.发送要求：将资格审核材料和初试材料打包，使用 QQ 邮

箱或新浪邮箱一次性发送至报考岗位指定邮箱。 

三、其他要求 

1.报考人员应严格按照规定时限和要求提交有关报考材料，

未按时限提交或报考材料未按“命名方式”、“发送要求”提交

的，导致报名不成功，后果自行承担。 

2.报考期间，每人只能报考一个岗位，报考人员须保证提供

材料真实可靠，一经发现有不符或弄虚作假，即取消考试资格，

并视情追究相关当事人责任。 

3.考生须对本人提交的音视频及图片资料质量、清晰度负

责，音视频时长超过报考岗位规定的时长 1 分钟以上的或未按要

求录制视频的视为无效，即取消考试资格。 

4.报考人员所留的联系方式应准确无误，电话保持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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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军乐团招考岗位指南 
 

欢迎您报考解放军军乐团！ 

按照全军统一招考部署安排，报考我单位艺术岗位文职人员

的，实行先面试后笔试，报考人员先向我单位报名参加面试，面

试包括初试和复试，面试成绩合格者方可取得全军统一考试资

格。面试由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统一组织，不在京外设考点，不

通过任何中介机构代理面试，不组织任何形式的考前培训。报考

人员面试期间的食宿和差旅等费用由本人自理。 

如果您成为我们的一员，必须严格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文

职人员条例》和军队规章制度，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得

参加任何有偿服务，以及地方组织的任何演出、比赛、选秀等活

动。如果您愿意为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请认真阅读以下指

南，并填写《文职人员报考资格审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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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军乐团简介 
 

解放军军乐团是国家级管乐艺术表演团体，主要职责是担负

党、国家和军队内外事司礼演奏任务，隶属于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 

建团 69 年来，圆满完成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闭幕式、历次重大阅

兵庆典等内外事司礼演奏任务 7000 余次，先后应邀赴俄罗斯、

德国、朝鲜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演出，创演了《分列式进

行曲》、《欢迎进行曲》、《运动员进行曲》、《钢铁洪流进行

曲》等多首经典管乐作品，展示出国威军威，传递了和平与友谊，

振奋了军心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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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岗位要求 

 

作曲岗位（四级作曲 2名，从事作曲工作，管弦乐队作曲方

向） 

1.招考条件：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全日制本科（学士）

以上，本科专业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研究生专业为音乐与舞

蹈学或音乐（专业学位），考试专业科目为音乐。完成过双管以

上编制的管弦乐队作品或有能力完成双管以上编制的管弦乐队

作品、管乐队作品。 

2.面试要求： 

初试：至少提供 3 部作品，多者不限：①双管编制的管弦乐

队作品及相关音频文件；②室内乐作品及相关音频文件；③自选

作品及相关音频文件。 

复试：分为共同科目面试和专业水平考核，共同科目考核主

要考察考生的政治背景、求职动机、形象面貌、心理素质等要素；

专业水平考核采取现场作曲和抽题问答两种形式，主要考察考生

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及一专多能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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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材料要求 
 

一、初试曲目作品要求 

1.个人艺术简历（格式不限）。 

2.提供不少于 3部作品：①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作品及相关

音频文件；②室内乐作品及相关音频文件；③自选作品及相关音

频文件。 

二、所需材料命名及发送要求 

1.命名方式：报考岗位＋从事工作＋姓名。 

2.发送要求：资格审核材料和初试材料打包一次性发送至电

子邮箱 wzry008@jfjwhyszx.com。 

三、其他要求 

1.报考人员应严格按照规定时限和要求提交有关报考材料，

未按时限提交报名材料的，视为放弃。 

2.报考期间，每人只能报考一个岗位，报考人员须保证提供

材料真实可靠，一经发现有不符或弄虚作假，即取消考试资格，

并视情追究相关当事人责任。 

3.报考人员所留的联系方式应准确无误，电话保持畅通，因

联系不畅造成的后果由报考人员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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