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3 月 12 日教育部对 2020 年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提出减少
现场校考、将现场校考时间调整至高考后以来，各院校陆续发布新
的校考调整方案。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4 月 20 日，全国已经有 88
所院校发布了调整方案。 羊城晚报记者特别梳理总结了新校考方案
的特点，并请专业人士为考生备考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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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不少院校专业在初试或者复试均或多或少采
取了线上提交作品、 远程视频的方式来进行考核，同
时校考的时间也放在了高考后，这对一些考生形成了

“意想不到”的挑战。
来自河源的张同学表示：“高考之后才能组织现

场校考，对艺考生来说是一个挑战。 往年的 3 月份校
考结束了，大家可以专心准备文化课，但今年意味着
文考、艺考同时备考，时间更紧，挑战更大。 ”那么，对
于尤其需要现场表演的专业，考生们该如何面对新的
挑战呢？ 记者采访了某教育培训机构校长金振宇。

“能考就是好事。 ”金振宇表示，今年的艺考在 3
月至 4 月各高校陆续发出新的考试方案后，考生与家
长们悬空着的心也终于放下并可以着手准备。 目前来
看，“云考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录制后提交，一种在
线考试。

对于现场视频的拍摄， 金振宇表示， 目前几乎每
所学校要求都不相同，考生与家长务必熟读精读学校
要求，在家录制时注意空间环境，例如有的需要声音
或器乐演奏的专业，如果房间装修布置多用了地毯和
绒布，房间书架物品多的，都容易吸音，玻璃门和镜面
多的对声音也有影响。 还有的要求不能打灯化妆，不
能放伴奏需要现场伴奏甚至需要清唱，不能用麦克风
等等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避免违规。 此外，还有些
同学为了录制高清视频而采用“长枪短炮”的专业摄
制器材，这些反而可能会不符合学校提交视频的相关
要求。

另外， 一些学校使用联考或者统考成绩再加上文
化课，甚至完全采用文化课成绩，这使得文化课成绩
变得相对重要。“好好备战文化课，用文化课拉动综合
分也会增加录取机会。 例如星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
业，广东省考生都是以联考成绩占 60%文化 40%的比
例算综合分来录取的。 如果联考分数较低，但文化课
成绩特别好的，还有机会用 40%来逆转综合分排名。 ”
金振宇表示，“希望考生每天保持文化学习的热度和
专业学习的温度，这样才能更有保证。 ”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 通讯员周
圆报道：4 月 23 日是第 25 个“世界读
书日”，广东医科大学宣布了 2019 年图
书借阅榜单。 教工邓树勇和学生李炫坤
分别以借阅数 181 本及 124 本名列榜
首。

“我向来喜欢读书，小时候从农村进
城逛街，总是跑去新华书店买小人书和翻
阅毛主席诗词。 ”学工部正处级督导员邓
树勇说，“当年在特殊时期， 无书可读，如
今希望‘补一补课’。 ”邓树勇表示，读书可
以提升个人的人文修养，充实自己；读书
能让人明断史实， 确定自己的理性判断，
减少人云亦云。 他说自己爱读文、史、哲类
的书籍，尤以传统经典“四书”为最，解放
军开国将帅传记、战斗史等也爱不释手。

邓树勇不仅读书，也爱写作，近十多

年来，他翻阅大量书籍资料，写了上百万
字的微文与校园 BBS 帖子， 特别是撰写
了 18 个“传统美德”、18 个“革命精神”和
18 个“时代精神”共 54 个有关“中国精
神”的内容，广受师生关注。“希望广大学
子积极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取其精华，丰
富涵养， 为立德树人打下坚实的人文基
础。 ”邓树勇说。

来自第二临床医学院 2018 级的李
炫坤曾获 2018-2019 学年度二等奖学
金， 他表示， 自己上大学前就很喜欢阅
读，平时有时间就借些书来看看。他信奉
“开卷有益”：“各种体裁我都有兴趣，不
拘什么类型都可以看一看。”谈到读书的
感受， 李炫坤表示，“读书可以让我心情
平静，能够治愈心灵，可以更加从容地面
对生活，获得更多自信、乐观的力量。 ”

广东高校纷纷为返校复课预热———

自 4 月 20 日起，华南
师范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
学等学校要求所有职能部
门工作人员正常上下班 ，
学校逐步恢复正常工作秩
序，为学生返校做好准备。
多所高校也在近期陆续复
工， 并为复学制定详细方
案。

南方医科大学、广州中
医药大学等高校表示，开学
后仍将继续实行封闭式管
理，并按疫情防控期的有关
要求对校内设施作专门改
造，对教学和生活秩序作特
别要求。南医大将只保留东
大门作为唯一出入口，学生
原则上不得随意出校。学校
大门口配有专业医护人员
对学生行李物品进行消毒
处理，志愿者将引导学生按
规定路线有序返回宿舍。

在宿舍管理方面，取消
访客制度， 谢绝外人来访。
宿舍楼内设定专门的引导
员、 测温员、 复核值勤员、
公寓消毒员等，确保学生安
全有序返回宿舍。进入宿舍
前，学生需列队间隔一米以
上。 学生每天需要进行晨
检，体温申报学校健康平台
信息。

在食堂管理方面 ，禁

止校外人员到食堂就餐 。
食堂各楼层人员饱和时，
将暂停人员进入。 实行分
批制作、延长开餐时间、错
峰就餐， 午晚餐均分 3 个
时段开餐， 同时就餐人员
须自带餐盒打包带回 ，食
堂不提供一次性餐具。 在
食 堂 设 立 外 卖 自 取 柜 系
统，师生可选择线上点餐、
专人配送， 减少人员直接
接触，避免交叉感染。

广中医在大学城及三
元里校区设置湖北地区返
校学生独栋隔离楼宇，返穗
后进行居家隔离的教职工
由学校门诊部做好随访监
测记录并指导进行居家消
毒及保健。

暨南大学将在校门口
设置检测通道和临时留观
点， 返校学生经过测温和
身份核验后进入校园。 学
校将特别关注重点疫区或
境外人员返校的处置、体
温检测异常或出现疑似症
状人员返校的应急处置程
序。

此外，暨大等学校的图
书馆对桌椅贴了绿色的可
坐标识， 并要求一人一桌、
同向就座，馆内还配备图书
消毒柜。

“同学 ， 请配 合 体 温 检
测。 ”“同学， 请保持安全距
离。 ”“同学，请配合进行咽拭
子采样。 ”

“你好，我这里是理科教
学楼南楼 301 教室，发现同学
体温异常，请求处理……”

4 月 17 日，羊城晚报记者
来到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这
里正在举行新冠肺炎疫情应
急处置演练，模拟校园学习生
活共 7 幕、20 个环节针对性的
防疫举措。

记者了解到， 本次应急处
置演练采用“情景化演习，沉
浸式体验”的方式，重点对校
门口体温检测、教室上课过程
中发现学生发热及发热学生
诊断为疑似病例等情形做应
急处置，并就晨午检、重点场
所管理、错峰用餐等师生校园
日常活动情形开展演练。

演练场景共分七幕， 包括
发现发热病例及处理、临时留
观转运点预检分诊、120 接诊、
报告疫情、校级指挥部前期处
置、 隔离场所进一步处置、响
应结束。 演练涵盖了学校出入
口 、学生食堂 、课室 、学生宿
舍、临时留观转运点等多个地
点。

在演练现场， 包括校门口
安保人员、 门诊部接诊医生、

食堂工作人员、 发热学生、辅
导员等在内的师生参演队伍严
格遵循“早发现、早报告、早处
置”的原则，将动作、场景、对
白、旁白加以融合，衔接有序、
环环相扣，一幕幕推进演练。

根据工作安排， 广州大学
将在返校开学前一周再次举行
应急处置演练，同时进一步细
化学生返校指引，确保师生分
期分批安全返校， 并有序、精
准安排返校后的学习、 生活，
保障全校师生复学后的生命健
康安全。

中大、华工、广外、广财等
各大高校也开展了首场学生
返校疫情防控演练。中大党委
副书记余敏斌说，整个演练再
现了学生入校、上课等环节可
能出现的各种情形，有助于各
部门提前预测、预估学校疫情
防控风险点和薄弱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暨大珠
海校区， 参加演练的“学生”
无需排队就“鱼贯而入 ”，原
来是教学楼安装了红外热成
像测温仪，每个人的体温“彩
绘” 直接呈现在电脑屏幕上，
可有效保障测温准、 速度快。
现场工作人员核查校园卡、查
验健康码，并为学生进行手部
消毒， 发放包含防疫资料、口
罩等在内的健康包。

目前，学生还不能返校，学位论文评审
申请、送审、答辩怎么办？ 为确保毕业生学
位申请、 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不“断
档”，保证论文质量，最大限度减小疫情对
毕业生结业、升学、就业等影响，部分高校
调整了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相关工作
安排，及时启动在线咨询答疑、论文提交、
送审、预答辩等“线上模式”，让学生不返
校也能完成相关流程。

华南农业大学针对研究生学位申请制
定多项应对措施： 一是推迟提交送审申请
和提交论文的时间，申请评审、提交论文、
查重和送审分别比原通知要求时间延长
10 天；二是在原计划基础上增加多个送审
批次； 三是压缩学位论文送审前的各环节
工作时间； 四是所有工作环节线下转线
上， 制定了视频答辩工作流程及工作预
案， 必要时采取视频线上预答辩和正式答
辩； 五是增加学位申请开放窗口期， 并增
开一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

同时，相关举措已通过多种方式通知到
每一位拟毕业的研究生，让他们吃下“定心
丸”，安心在家写论文。

广中医近日为驰援抗疫一线的博士生
开启了“云”上预答辩。 不仅如此，学校研究
生院采取线上审核、分批开展学位申请，各
个二级院所制定了预答辩方案。 在预答辩
之前，逐步完成了查重检测、统计学检测，
导师们对博士论文进行了严格的审查。 各
个院所对多个线上平台进行了完整流程的
预答辩测试。 目前，全校共 187 位博士生利
用网络完成了线上预答辩。

艺术类校考改线上
考生如何应对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教育部指出，2020 年全国
艺术类专业报名人数预计为
115 万， 为防止校考引发大规
模的人员流动和聚集， 原则上
2020 年高考前不组织现场校
考。

根据教育部的相关要求和
政策， 相关院校普遍采取考生
提交作品、 网上视频面试等非
现场考核方式进行考核， 对于
专业性强的专业， 不少院校则
先通过提交作品、 网上视频面
试等非现场考核方式对报名考
生进行初选， 在高考后再组织
现场校考， 也有院校坚持全现
场考，各院校措施不一、五花八
门。

第一类，取消艺术考试，采
用高考文化课的成绩进行录
取。 这些专业普遍理论性较强，
取消现场校考影响有限。 例如，
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学、 艺术
学； 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摄影
与制作摄影、 广播电视编导等
专业；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学、
戏剧影视导演（演出制作方向 ）
等专业， 中央戏剧学院还对考
生的语文等单科成绩作出了规
定； 上海戏剧学院的戏剧影视
文学、戏剧教育等专业；中国美
术学院的艺术理论类专业等。

第二类，参照各省联考成
绩或统考来决定。例如中国戏
曲学院的戏曲舞台设计、舞台
灯光设计、 化装造型设计、戏

曲服装设计招考方向，采用省
级美术学类和设计学类统考
成绩进行筛选，进入二试的考
生在高考后参加现场考试。也
有学校针对不同省份生源考
生进行分别安排。华南农业大
学规定，报考该校艺术类表演
专业的湖南省 、湖北省 、福建
省考生，可凭所在省份服装表
演专业术科统考成绩报考；山
东省考生可凭山东省服装表
演 （模 特 ）类专业联考成绩报
考。 星海音乐学院规定，报考
该校音乐教育、音乐文化管理
两个专业方向的广东省考生
无需参加校考，采用文化课和
术科统考合成总分进行录取。

第三类， 单独提交作品并
进行资料审核。 采取这类方式
的大多是一些需要现场表演
的专业，例如中国戏曲学院的
京剧表演、京剧器乐、戏曲舞
蹈等专业；北京电影学院的戏
剧影视导演专业、 表演专业、
录音艺术等专业。 记者了解
到，在初选过后，部分专业还
需要在高考后进行现场校考。
但也有一些学校提交视频即
可完成考核，例如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术科校考不再区分初试和复
试， 考生只需参加一次考试。
考生按要求录制本人视频作
品并提交，学校组织评委集中
进行评分即可。

第四类，进行在线考试。 例
如中央音乐学院乐理考试改为
网络方式进行， 中央戏剧学院
表演专业、 戏剧影视导演专业
（戏剧导演等方向 ）、 播音与主
持艺术专业， 初试采用远程考
试方式。 华南理工大学音乐表
演、音乐学专业则按省份来分，
广州、兰州考点取消现场考试，
采用网上视频面试进行考核。
也有院校初试提交作品， 入围
复试考生则采用实时网络视频
形式进行面试， 例如浙江传媒
学院表演专业、 暨南大学戏剧
影视导演专业山东、广东、浙江
考生即是如此。

第五类， 保持现场校考模
式。 绝大多数保持现场校考的
都是需要现场才能判断考核的
专业， 即便是初选采取视频或
者远程面试， 在复试环节也需
要考生前往学校校考。 例如中
国传媒大学除戏剧影视文学专
业外的 22 个专业初审过后均
需通过现场考试。 华南农业大
学 16 省的表演专业考生也必
须参加表演专业校考。 甚至有
院校依旧保持了全现场考试，
例如中国美术学院的录音艺
术、中国画（一 ）、书法与篆刻专
业，广州美术学院的“造型类”

“设计类”专业，星海音乐学院
的钢琴演奏、管弦乐器演奏、视
唱练耳等专业， 都保持了现场
考试。

什么是好教育、好教师？
广东名校长对话华师师范生

开学后延续校园封闭管理，
为防疫进行设施专门改造

全流程情景化演练， 将返校
工作落实到每个学习和生活场景

学位授予工作
不“断档”，论文预答
辩改为“线上模式”

世界读书日来了

防疫演练进行时
博士论文云答辩

艺考调整方案分五大类 如何应对艺考新方式？

？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发布通知明确，具
备条件的大专院校 5 月 11 日后可安排毕
业班学生返校。 记者了解到，中山大学、华
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广
东高校正逐步恢复正常工作秩序， 并纷纷
开展针对学生返校后的疫情防控演练，为
即将到来的正式开学复课进行各种场景的
特别设置和应急模拟。 有高校还将论文预
答辩改为“线上模式”，确保毕业生学位申
请、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不“断档”。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通讯员 吴谦 陈芃辰 孟楠 黄瑶 苏运生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余佩静 通讯员 蔡琼慧 李霓虹

谁是广东医读书书最最多多的的人人??

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士论文云答辩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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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南师范大学为师范生开设
了“名校长在线师德论坛”特色教育，邀
请广东的中学名校长线上开讲，与华师
学子隔空对话， 培养他们的职业精神、
担当意识。 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熊
建文认为，名校长们的分享给华师学子
上了意义非凡的一课，愿他们在社会榜
样身上汲取正能量，为今后社会发展输
出自己的光和热。

好的教育培养独立个体

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校长冯大学介
绍了该校的“自主管理文化”德育教育新
品牌，讲述了让学生成为校园、学习的主
人，成为独立的个体的重要性。 他认为：

“真正为学生考虑，你会允许学生张扬个
性，你会想尽办法展示孩子的特长，你会
包容孩子的一些不足，你不会功利，不是
把学生作为工具，而作为人来培养。 ”

广州中学校长彭建平则提到，好的
教育不只仅仅有分数和升学率，更重要
的是有灵魂、 有坚定而明确的价值追
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要共同追求无限
广阔的精神空间以及人类伟大的理想
信念、永恒的终身价值。

“面对教育的新常态， 校长的幸福
观就是学校的发展观、师生的幸福观。 ”
惠州一中校长刘俊华认为，新常态下的
教育，要求校长不趋炎附势，保持一份

豁达与宁静，坚守良知和使命，以家国
的情怀和担当，尽全力让学校成为美好
事物汇聚的地方。

好教师应是学生的“良师贵人”

除了分享教育理念，名校长还为未
来的教育工作者讲述了职业成长经历，
阐释了对师德的理解。

“作为一名教师， 首先要培养高尚
的师德。 师德并非口头要求，而是实实
在在体现在教师日常行为的方方面
面。 ”冯大学举例说，比如安排座位、班
干部任命、评优评先等细节，都能体现
教师是否教书育人， 是否真正爱学生，
是否公平公正。

刘俊华表示，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智
慧教师， 要求教师们有梦想、 有教育情
怀、有真功夫和有团队意识。教师在育人
以前要先夯实作为教师的学科基本功，
形成公平和相互尊重、相互关爱的意识。

广东华侨中学校长李子良认为，教
师应该是学生们的“良师贵人”———“贵”
并非贵在财势，而是贵在知识的价值、人
格的魅力、灵魂的高洁、人生的圆满。 庄
志莹同学对李子良校长的“一切师语皆
情语” 印象深刻：“当我们始终从大爱的
角度去和学生相处、交流时，我们的一言
一行对学生来说都将是春风化雨般的润
泽，这也是师德无声却有力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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