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二〇二三年一月 



欢迎您应聘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请认真阅读报考指南！    

本指南只适用于报考我院油画专业教学，舞蹈剧目排练教

学和演出舞台统筹教学，舞美设计岗位人员查阅，应聘以上岗

位的人员，按照全军文体岗位招考部署安排，实行先面试后笔

试，参加我院面试且合格者方可报名参加全军统一考试。应聘

我院其它岗位人员，不需参加我院文体岗位面试，按报考程序

直接在网上报名，通过审核后，即可参加全军统一考试。 

我院组织的文体岗位面试考点设在北京，在外地不设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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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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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是全军和武警部队军事文化领域

人才培养的专业学院，主要承担军事文化领域专业人才培养、

军事文化理论研究等任务。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

学院设有基础部、军队文化工作系、军事文化传播系、军事文

艺创演系、实验艺术剧院等 5个教研单位。教育培训类型包括

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任职教育和士官职业技术教育，现有

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国语言文学、戏剧与影视学、

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等 4个学术硕士学位授权点，新闻与传

播、音乐、戏剧、舞蹈、美术等 5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5

个生长军官（警官）本科专业（方向），2个士官职业技术教育

专业（方向），以及 30余个任职教育专业（班次）。 

学院始终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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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和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聚焦为战育人，重塑人才培养体系，

推进教育改革，创新教学模式，走出了一条为兵服务、为巩固

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新路子。学院坚持开放办学，积极拓展

与国内、国际艺术院团、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经常邀请著名

作家、艺术家和社会知名人士来院讲学，广泛吸纳先进的思想

理念、办学经验和研究成果，先后与新西兰梅西大学、维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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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室建立定期互访机制，长期担负重大外事演出任务，在讲好

中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学院军事文化人才培养体系特色鲜明，教学、科研和创演成果

丰厚，先后培养了 27000 余名军事文化人才，有千余人次、千

余部（件）文艺作品分别获得国际、国内和军内大奖。他们中

有的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作家、艺术家，有的奋战在部队文化工

作最前沿，有的扎根基层建功立业，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打造强军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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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油画专业教学助教岗位 

招考岗位从事工作：油画专业教学。 

① 招聘数量：1名（面试入围比例 1:5）。 

②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 

③学历要求：全日制研究生（硕士以上） 

④学位要求：硕士以上 

⑤所学专业：美术（专业学位） 

⑥考试专业科目：美术技能型岗位 

⑦其它条件：第一学历为本科，且本科、硕士均为全日制，

本科和硕士所学专业方向一致，有独立创作油画作品参加省部

级以上展览经历；有独立创作油画作品入选参加全国美展的优

先。 

面试要求：需现场进行绘画写生和授课试讲。 

二、舞蹈剧目排练教学和演出舞台统筹助教岗位 

招考岗位从事工作：舞蹈剧目排练教学和演出舞台统筹。 

① 招聘数量：1名（面试入围比例 1:3）。 

②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 

③学历要求：全日制研究生（硕士以上） 

④学位要求：硕士以上 

⑤所学专业：音乐与舞蹈学、舞蹈（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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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考试专业科目：舞蹈技能型岗位 

⑦其它条件：限舞蹈编导专业，本科和硕士所学专业方向

一致，获省部级以上舞蹈编导类奖项者优先。 

面试要求：需现场进行个人作品展示和命题编舞，并围绕

舞蹈编导技法进行授课试讲；提供独立编创的 1 至 2 个作品录

像和独立撰写的舞蹈编导专业论文 1篇。 

三、舞美设计员岗位 

招考岗位从事工作：舞美设计。 

① 招聘数量：1名（面试入围比例 1:3）。 

②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 

③学历要求：全日制本科以上 

④学位要求：学士以上 

⑤所学专业：研究生：戏剧与影视学、艺术设计（专业学位） 

本科：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⑥考试专业科目：舞台美术设计技能型岗位 

⑦其它条件：男性，熟悉舞台装臵工作，熟练掌握舞美设

计制作软件，具有扎实的美术功底，有良好的创意能力、视觉

表现力、三维动画制作能力；熟悉节目编排、舞美各工种工作、

舞台影视录像；有 3 年以上舞美设计从业经历或参加重大演出

舞美保障经历的优先。 

面试要求：需现场手绘和电脑绘制舞美设计图；展示 1-3

个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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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条件 

1.政治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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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龄要求。年龄不超过 35周岁（1987年 1月以后出生）。 

4.学历要求。报考人员取得学历学位的截止时间为 2023年

7月 31日。 

5.其他条件。在符合以上基本条件的前提下，具体报考条

件查看招考岗位指南。 

  二、报名要求 

应聘对象须在军队人才网正式发布本招聘计划 5 日内（即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月 5日 18：00），将以下材料按照

顺序扫描成一个 PDF 文档，自行制作封面、目录（超链接点击

可跳转至相应材料）。压缩后以“姓名-报考岗位名称-报名材料”

命名，例如“张三-油画专业助教岗位-报名材料”，发送至邮箱

wzzpwhxy@163.com。我院将依据应聘对象提供材料进行应聘资

格的初审，初审结果将通过电子邮箱、短信、电话等方式进行

告知，请留意查看。通过初审的方可按照通知要求到我院进行

现场报名，初审未通过的不能参加现场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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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名基本材料。《文职人员应聘资格审查表》、身份证，

身份证如丢失，提供临时身份证、户口本人页等证明本人身份

的材料。 

2.学习证明材料。①本科、研究生毕业证（学历、学位证），

学习成绩单（加盖学校相关部门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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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预计

毕业时间在 2023年 7月 31日之前），以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

证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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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材料。①社会人才需提供失业证明或所在用人单位

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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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确定为拟录用对象后，提供单位

同意个人离职的相关证明材料。②胜任岗位要求的其他审核材

料，如个人相关的教学、科研、创作、演出等成果材料。油画

专业教学助教岗位需提供个人独立创作作品参加省部级以上展

览的作品图片和入选/获奖证书。舞蹈剧目排练教学和演出舞台

统筹助教岗位，需提交个人编创表演的 3-4 分钟的原创舞蹈作

品视频 1-2部（军事题材优先），并在表演作品前对作品创意、

结构和追求进行不超过 1分钟的简述。舞美设计员岗位,需提交

2-3 套个人原创舞台美术全流程设计作品高清图片（含手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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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舞台效果图、装臵道具制作三视图、模型等，如有实际演

出一并提供演出现场图），类别以镜框式舞台演出为主。同时对

所提供的原创作品录制一个介绍视频，总时长不超过 8分钟。 

4.现场报名时，需携带报考材料原件，报考材料主要包括

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工作经历证

明（加盖单位人事部门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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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毕业的应届生可只提供《教育部

学籍在线验证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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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归国人员需提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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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聘人员提供的《文职人员应聘资格审查表》和报考材料

如有虚假，一律取消其面试或录用资格。 

  三、通联方式 

  1.联系人：刘干事 

  联系电话：010-66869080 

  电子邮箱：wzzpwhxy@163.com 

  2.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8号 

  3.乘车路线：①北京站乘地铁 2 号线西直门站下车，转乘

地铁 4 号线魏公村站下车；②北京西站乘地铁 9 号线国家图书

馆站下车，转乘 4 号线魏公村站下车；③北京南站、北京北站

乘地铁 4号线魏公村站下车，D出口出站，人民教育出版社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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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 XX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2.01 

照片 
籍  贯 辽宁沈阳 民  族 汉 学历学位 

研究生 

硕士 
现工作（学

习）单位 
XXXX公司 婚姻状况 已婚 

户  籍 

所在地 
辽宁鞍山 

 入党（团） 

时    间 

入党 

2000.03 

现专业技术

职务及时间 

助教 

2009.09 

学

习

经

历 

起止时间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学位 

2000.06-2004.09 北京 XXX学院 舞蹈编导 本科 
学士 

2006.09-2009.01 XXXXX大学 舞蹈理论 研究生 
硕士 

    

简 

 

历 

2000.06  XXXX学院学生 
2004.09  吉林歌舞团舞蹈编导 
2006.09  XXXX大学研究生 
2009.03  XXXX公司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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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子 张 XX 1984.02 XXXXX公司职员 

儿子 王 XX 2011.12 XXXX幼儿园学生 

父亲 王 XX 1953.06 沈阳市 XXX公司经理 

母亲 李 XX 1954.03 沈阳市 XXX公司职员 

个人主

要成果 

1.2008年编创的舞蹈《XXXXXXX》获得桃李杯比赛 XXX奖； 
2.2009年编创的舞蹈获得 XXXXX奖； 
3.2009年撰写的论文《XXXXX》在《XXXXXX》杂志发表； 
4.2010年在大型舞剧《XXXXXX》担任舞蹈编导。 
 

联系方式 手机：XXXXXXXX、XXXXXXX；座机：XXXX-XXXXXXX；电子邮箱：XXXXXX@XXXXXX 

备  注 文件名以“姓名+报考岗位”命名；请将此表填写完整并附照片，电子版文件发送至wzzpwhxy@163.com； 
 

mailto:电子版文件传至mt345@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