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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福州屏东中学  
 

榕屏综〔2022〕12 号                    签发人：张年雄 
                                                                                                                                                                                                

福州屏东中学 2022 年普通高中 

体育特长生、音乐特色班招生方案 

 

一、学校招考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年雄 

副组长：林水啸 兰金忠 蒋剑锋 林诚 林军 柯圣 

组 员： 曾志勇 叶辉 蒋智恒 黄宗祥 孙培岩 郑天宇 林菡 陈凌 

陈剑洪 

二、报名 

（一）报名资格条件 

1.体育特长生报名条件： 

（1）获国家二级以上（含二级）运动员称号的学生； 

（2）在初中阶段参加县（市）区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

办的赛事个人项目、集体项目前六名队员（含县（市）区级，集体项

目需为主力队员）； 

（3）初中阶段参加省青少年单项锦标赛获得前六名。 

2.音乐特色班（音乐类）报名条件： 

（1）在初中阶段获得县（市）区级(含县（市）区级)以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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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艺术类比赛个人项目或集体项目二等奖(含二

等奖)以上的学生； 

（2）在初中阶段作为小茉莉艺术团团员并代表艺术团参加过演

出的学生（小茉莉艺术团证明）； 

（3）在初中阶段参加县（市）区级(含县（市）区级)以上教育

行政部门组织的艺术演出的学生（要有学校和主办单位出具的证明）； 

（4）钢琴、声乐、古筝、打击乐器（马林巴、架子鼓、小军鼓）

考级 8级以上（含 8 级）。 

3.音乐特色班（舞蹈类）报名条件： 

（1）在初中阶段获得县（市）区级(含县（市）区级)以上教育

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艺术类比赛个人项目或集体项目二等奖(含二

等奖)以上的学生； 

（2）在初中阶段作为小茉莉艺术团团员并代表艺术团参加过演

出的学生（小茉莉艺术团证明）； 

（3）在初中阶段参加县（市）区级(含县（市）区级)以上教育

行政部门组织的艺术演出的学生（要有学校和主办单位出具的证明）； 

（4）芭蕾舞、民族民间舞、古典舞、现代舞考级 9 级以上（含 9

级），不得持其它舞蹈种类等级证书报名。 

注：舞蹈考生女生身高 160cm（含 160cm）以上，男生身高 170cm

（含 170cm）以上，均以现场实际测量净高为准。 

4.报考须知： 

（1）报考我校体育特长生或音乐特色班的考生应是“六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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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中考资格的考生（应届生、往届生都可以，与中招的要求一致），

综合素质评定等级为良及以上，且符合上述体育特长生或音乐特色班

报名条件之一； 

（2）报考体育特长生或音乐特色班时必须与学校签订承诺书，

保证录取福州屏东中学后，按学校要求参加专项训练和各类比赛以及

体育、艺术实践活动，如未按要求参加活动，学校将把该生表现记入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诚信档案中； 

（3）音乐特色班独立编班（选科为历史+政治+地理组合），高中

三年不再另行分班； 

(4)音乐特色班的音乐类学生录取后自动成为屏东中学合唱团成

员，器乐类学生应根据学校乐团需要兼修不同乐器。 

（二）现场报名材料 

1.加盖学校公章或教务处公章的《福州市 2022 年中招体育、艺

术特色班、特长生报名表》一份（粘贴一寸近期免冠证件彩照）。 

2.初中阶段体育比赛获奖证书或运动员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

份，艺术比赛获奖证书、考级证书、演出证明、小茉莉艺术团团员证

明原件及复印件 1 份（需加盖初中学校教务处公章）。  

3.学生综合素质报告册原件及复印件（需加盖初中学校德育处公

章）。 

4.考生本人与家长同时到现场报名，承诺栏的内容要考生现场抄

写，考生与家长共同在现场签名。 

报名表由毕业学校发放，也可登陆福州屏东中学网站“招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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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福州市 2022 年中招体育、艺术特色班、特长生报名表》。 

（三）报名具体时间、地点及报名程序 

1. 报名时间： 2022 年 5 月 14 日-15 日 

上午 9：00-11：30 或下午 14：30-17：00 

2. 报名地点：福州屏东中学（我校在学校门口设报名点）。 

3.报名程序： 

（1）疫情防控：体温检测，查福建健康码、行程码、48 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 

（2）现场审核考生信息、考生申报学校和专业细项，对考生进

行报名资格审核； 

（3）现场告知考生审核结果； 

（4）现场报名中出现学生误报，或需要更改报名信息的考生需

要在规定时间内重新申报，逾期不再受理。 

特别提醒：每名考生可报考一所公办学校的一个专业和一所民办

学校，否则报名结果均视为无效。报名表上要注明所填报专业细项，

体育类（男篮、女篮、田径-专项），艺术类（舞蹈、声乐、民乐、西

洋键盘乐、西洋打击乐）。 

三、招生 

（一）招生项目及招生人数 

1.体育特长生招生项目及招生人数： 

（1）田径 6 人 

（2）男子篮球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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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子篮球 5人 

2.音乐特色班招生项目及招生人数： 

（1）舞蹈 25人 

（2）声乐 5 人 

（3）民乐 5 人（古筝）；  

（4）西洋键盘乐 2 人（钢琴） 

（5）西洋打击乐共 3 人（马林巴、架子鼓、小军鼓） 

（二）中考成绩分数切线要求 

1.体育特长生： 

2022年福州市区普高第二投档线下 120分。 

2.音乐特色班： 

（1）舞蹈类：2022 年福州市区普高第二投档线下 110 分； 

（2）声乐、器乐类：2022年福州市区普高第二投档线下 90分。 

注：所有报考福州市 2022 年普通高中体育特长生、音乐特色

班招生的考生均要参加报考学校组织的专业入围测试和 2022 年福州

市中考。报考音乐特色班在中招提前批录取。报考体育特长生在中招

第一批录取，招生代码与普高普通班的代码一致。 

中考成绩、专业入围测试成绩均达标的考生，分专业项目按照

专业入围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专业入围测试成绩同分

的，再按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等级科目要求与一般普高招生

条件一致。 

（三）领取准考证具体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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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通过的考生于 5 月 20日上午 9：00-11：30或下午 14：30-16：

00 到福州屏东中学（校门口设准考证领取点）凭本人身份证签领准考

证（如由家长代领准考证，需携带家长及考生身份证），逾期不再受

理。 

四、学校专业测试时间、地点及要求 

（一）专业测试时间： 

专业测试时间：2022 年 5 月 22 日（星期日）上午 8:30 开始，参

加测试的考生需于 7:20前签到完毕。 

（二）专业测试地点：福州屏东中学 

（三）专业测试要求： 

1.田径特长生专业测试要求 

田径项目的专项考核成绩由身体素质测试（30%）、专项测试（70%）

组成，按权重比例算出各部分成绩相加即该生的综合评价的成绩。 

（1）素质测试（30 分）：50米（10 分）、立定跳远（10 分）、双

手头上前掷实心球（10 分）。 

（2）专项测试（70 分）（考生任选一专项测试）：100 米栏（女）、

110 米栏（男）、1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跳高、跳远、三

级跳远、铅球（男生 5 公斤、女生 4 公斤）、标枪（男 700 克、女生

600 克）。 

2.篮球特长生专业测试要求 

（1）身体形态（10 分）：身高 

（2）身体素质测试（30 分）：5.8 米×6 折返跑（10 分）、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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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远（10分）、助跑摸高（10 分）。 

（3）专业技术测试（30分）：半场 V 字左右手往返运球上篮（15

分）、90秒自投自抢（15分）。 

（4）实战能力测试（30 分）：半场 1V1 攻防、3V3攻防或全场 5V5

攻防（学校可根据报考人数任选一项测试）。 

综合以上测试评价的结果，择优录取。 

3.音乐特色班专业测试要求 

（1）声乐类 

①声乐演唱测试 70 分（民族唱法、美声唱法）自备完整歌曲作

品 1 首。 

②视唱 10分（五线谱）。视唱考题 C 大调或 a小调。 

③听音模唱 20 分（单音 1 个、音程 2 个、三和弦原位及转位 2

个） 

声乐类考生要求：作品时长 3分钟以内。清唱，背谱，不使用话

筒扩音设备，自备乐谱 5 份（用白色 A4纸打印，不得做任何标记）。 

（2）器乐类 

器乐考核种类：钢琴、古筝、打击乐（马林巴、架子鼓、小军鼓） 

①乐器演奏测试 70 分，自备完整器乐作品 1首（不使用伴奏带，

自备乐谱 5份，用白色 A4纸打印，不得做任何标记））。 

②视奏 10分（谱例由考评小组提供）。 

③听音模唱 20分（单音 1个、音程 2 个、三和弦原位及转位 2个）。 

器乐类考生要求：作品时长 3分钟以内。除钢琴、马林巴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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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乐器自备。 

（3）舞蹈类 

测试舞种：芭蕾舞、民族民间舞、古典舞、现代舞（考生自选其

一参加测试）。 

①舞蹈基本功测试（30分）：竖叉（抱前腿、下后腰）；横叉；下

后腰。 

②技巧测试 15 分：自编一个时长不超过 1 分钟的组合，动作包

括大跳、平转、踏步翻身，配合音乐进行。 

③作品表演测试（50 分）：自备完整独舞剧目 1个。（3 分钟以内） 

④外形测评（5分）：站立（四个方向）。 

考生自备并穿着练功服装，不特别要求化妆或穿着正式演出服

装，自备舞蹈相关道具，自带舞蹈剧目音乐和技巧测试音乐，并做好

备份。 

4.成绩公示： 

体育、音乐专业入围测试成绩当场向考生公布；6月 10 日，市中

招网公布体育、音乐专业入围名单及排序。 

5. 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所有考生需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参加考试，属下列情

形的学生不参加考试： 

（1）对“有高中风险地区或所在县（市）区旅居史、境外返回、

有境外人员接触史或有疑似症状等情况的考生需进行集中医学观察、

居家医学观察、居家健康监测的”或“共同居住家庭成员中有以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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