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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欣怡、
黄宙辉摄影报道：11日下午，记
者从羊城粤剧节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第八届羊城粤剧节（原羊
城国际粤剧节）将于11月17日
至25日举行。其间部分优秀剧
目将进行云上展播，线上线下演
出同步进行，以新时代的媒体技
术“应援”本届粤剧节，让全球粤
剧戏迷足不出户也能亲身参与
到本届粤剧节的盛会中。

羊城粤剧节是国内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最具权
威性的粤剧文化交流品牌，自
1990年开始举办，每四年一届，
已成功举办七届。在新闻发布
会上，青年演员还为观众带来了
经典剧目《白龙关》和《花好月
圆》的现场表演，为本届粤剧节
的到来提前预热，引起阵阵掌
声。届时，超过 3000名海内外
粤剧工作者及爱好者将齐聚广
州进行粤剧艺术的交流、切磋。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一
级调研员朱红兵在发布会上介
绍，本届粤剧节一大亮点是新增
了粤剧电影展映板块，将在全市
展映电影共20部。其中包括广

州粤剧院在“广州市粤剧电影精
品工程”支持下拍摄的《刑场上
的婚礼》《花月影》《南越宫词》，
广东粤剧院的《柳毅奇缘》《传奇
状元伦文叙》，纪录片《粤韵芬
芳》等等。今年恰逢粤剧大师马
师曾诞辰120周年、红线女诞辰
95周年，为发扬粤剧宗师的艺
术精神，本届粤剧节增加了马师
曾、红线女经典粤剧电影展映。
电影展映将在北京路永汉电影
院、下九路平安戏院和红线女艺
术中心展出。

优秀剧目展演是粤剧节最
重磅的内容之一。本届粤剧节
从 27台报名剧目中挑选了 21
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
的舞台精品，既有《搜书院》《三
法堂前并蒂花》《南唐李后主》等
传统经典粤剧，又有《清水河畔》
《谯国夫人》《东江传奇》《抉择》
等一大批面向新时代而创作的
全新佳作。

本届粤剧节优秀展演剧目
对外公开售票，票价低至30元/
张；大联展则免费进场。所有剧
目的戏票均在中演票务通上公
开发售。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燕华、通讯员穗建报道：11月
11日起，广州市集中推出剩余经济适用住房（下称“经
适房”）共705套，公开向广州市已取得《广州市经济适
用住房准购证明》（以下称《准购证明》），且《准购证
明》有效期在2013年4月12日（含当天）之后未被取消
轮候资格的轮候家庭销售。

房源分布在4个区
广州市住建局表示，本次推出供应的经适房为广

州市剩余经适房，本批经适房销售完成后，不再推出销
售经适房，未能成功购得经适房的轮候家庭，符合广州
市公共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申请条件的，可按照
有关规定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或者待共有产权住房推出
供应时申购共有产权住房。

据了解，本次推出的经适房房源为黄埔区天鹿花
园以及分布在4个区的分散房源，其中，500套房源在
黄埔区天鹿花园，全部为两房一厅房型，面积从41.6-
70.69平方米，房屋基准价格为7018.36元/平方米；面
积超出70平方米部分按市场评估价格计算。

其余分散房源点分布在4个区，分别是天河区的
安厦花园、广氮花园、育龙居、珠江嘉苑，黄埔区的亨
元花园、苗和苑、瑞东花园，白云区的南悦花苑、龙归
花园、泽德花苑、惠泽雅轩、穗和家园，以及荔湾区的
芳和花园。

根据销售工作安排，11月11日上午9时至11月
25日下午5时为登记购房意向，11月30日-12月7日
公布意向登记名单，12月9日公布评分排序结果，12
月14日至2021年3月19日为购房资格复核、投诉举
报、异议申诉、异议复核及举报核查，2021年3月下旬
公布资格复核结果及选房顺序。

通过小程序“VR看房”
据了解，因新冠疫情防控需要，本次经适房销售通

过微信小程序进行购房意向登记，在意向登记期间不
开放样板房供市民参观。

符合条件的轮候家庭如有购房意向，可通过微信
“穗经适房”小程序阅览销售文件、房源介绍、VR看
房，并在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http://zfcj.gz.
gov.cn）下载或前往户籍所在街道办事处（镇政府）领
取《经济适用住房购房意向登记表》（下称《登记
表》）。轮候家庭填写《登记表》后，在规定时间内登录
微信“穗经适房”小程序提交意向登记（意向登记时需
上传已填写的登记表、申请人身份证、《准购证明》）。
申请人也可在规定时间内持《准购证明》、身份证原件
前往户籍所在街道办事处（镇政府）进行咨询，由街道
办事处（镇政府）工作人员指引下完成意向登记。意向
登记成功提交后不可撤销，完成意向登记后可通过微
信“穗经适房”小程序查询结果。

据介绍，考虑目前疫情防控情况，本批经济适用住
房房源主要通过微信小程序“VR看房”。在资格复核
完成后选房前，评分排序顺序号1-1300号的申购家庭
经资格复核通过的，可在规定时间内（届时将另行公布
及通知）通过微信“穗经适房”小程序预约参观样板房
（预约参观日期、时间段），现场仅开放参观天鹿花园、
珠江嘉苑两个房源点的样板房。没有预约的申购家庭
不得进入现场看房。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豪、通讯员罗瑞娴报道：“下
周，在CNBC全球科技大会，观众将聆听到全球科技与
商业领域的最新、最关键信息。”11日，2020CNBC全
球科技大会-南沙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市新闻发布厅举
行，CNBC国际高级副总裁MaxRaven在发布会上如
此宣布。

记者从发布会获悉，全球第一大商业及财经新闻
网络CNBC将于今年11月17日至18日再度在中国广
州南沙举办主题为“东西方科技对话”的年度科技盛
会。本次科技盛会将是全球科技大会在广州南沙举办
的第三届。该论坛采用国际化会议主流形式，通过国
际顶级科技、商业和创新领域大咖的对话和分享，向全
球超过 130个国家及地区直播。活动现场的“Live
from Nansha”信号，开拓了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
国故事”的新模式。

羊城晚报讯 记者侯梦
菲、通讯员王寄丁摄影报道：
11日晚，广州塔为退役军人
创业就业亮灯，打出“热烈祝
贺首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
新大赛决赛在穗举行”“助就
业 促创业 用心用情用力关
爱退役军人”等宣传语（见左
图）。据悉，11月11日至12
日，首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
新大赛决赛在广州举行，来自
全国的100个军创项目将在羊
城激烈角逐、一比高下。

广州是驻军大市、兵源大
市、退役军人安置大市，年均
近3000名自主就业退役军人

“戎归羊城”。广州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推动形成定期会
商、信息共享、就业服务协调
机制，梳理一次性经济补助
金、全员适应性培训、学历提
升、技能培训、就业促进、创
业扶持、失业帮扶、荣誉激励

“8类硬核举措”，通过官网、
官微发布，编印手册，组织送
政策进军营、进社区、进校园
活动，提升知晓度、到达率，
确保每一名自主就业退役军
人实实在在享受政策实惠，
助力更多的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梦想在广州生根开花。

705套经适房开售

CNBC全球科技大会
下周登陆南沙

今年羊城粤剧节
尝试搞搞新意思

优秀剧目云上展播、线下演出同步
直播、粤剧电影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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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考历史，分值90分
■体育分值提升至70分
■语文设附加题，鼓励多读书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2021年开始，广州中考改革。11日，广州市
教育局发布《广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语文数学
英语道德与法治历史物理化学等科目考试实
施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显示，明
年广州中考计分科目8门，新增历史科考试
分值为90分，体育分值提升至70分，语
文增设了附加题，鼓励学生多读书，以
合理的方式适当拉开语文试题的

区分度。

考试时间方面，2021年至2023年广州市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录取计分科目考试安排在每年的6月20
日至22日进行。英语听说考试，物理、化学实验操
作考试，体育与健康考试时间另行安排，以当年文
件公布为准。

语文考试在6月20日上午，时长120分钟；6月20
日下午考物理和化学，合考不合卷，每科60分钟；6月
21日上午考数学120分钟；6月21日下午考道德与法
治、历史，合考但不合卷，每科60分钟；6月22日上午
考英语，100分钟。

市教育局解释，物理和化学、道德与法治和历史
科目考试实行“合考不合卷”，合考的两个学科安排在
同一场次依次进行考试，试卷分开收发，两科考试中
间安排15分钟时间收发试卷，其间考生原则上不得离
开考场。

成绩呈现和使用方面，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
法治、历史、物理、化学等录取计分科目考试成绩以分
数形式呈现。用于初中毕业与学历认定的录取计分
科目考试成绩，长期有效。用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
取的录取计分科目考试成绩，应届生当届有效，非应
届生当年有效。

市教育局介绍，语文学
科试卷结构整体稳定，分为
积累与运用、阅读与鉴赏、写
作与表达三部分，增设了附
加题，鼓励学生多读书，以合
理的方式适当拉开语文试题
的区分度。

数学学科题型题量保持
不变，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分
值不变，解答题分值减少。

英语学科听说考试部分
题型题量保持不变，笔试部
分有所调整，写作板块的单
词拼写改为语篇填词，部分
题型的题量随着考试时长缩
短略有减少。

道德与法治、历史学科的
题型均为单项选择题和非选
择题，题量与考试时长相适
应，其中非选择题均为阅读材
料、回答问题的命题方式。

物理、化学学科的单项
选择题和非选择题题量均比
以往有所减少，保证学生有
充足的答题时间，需要注意
的是非选择题都是综合性试
题，每道题中各个设问或会
采用不同题型。

市教育局表示，新中考方案下，初
中学校要严格落实课程方案、课程标
准、课程计划，坚持五育并举，引导教师
深入理解学科特点、知识结构、思想方
法，科学把握学生认知规律，上好每一
堂课。开齐开足国家规定的课程，加强
师资配备及实验室、计算机室、教学器
材等方面的条件保障，补足实验辅助人
员，做好实验仪器、材料配备，加强实验
室安全管理。

语文学科应特别重视设置情境、提
出任务，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语言、运
用语言，帮助学生在真实的语言交际环
境中进行表达，做到学用结合，发展学
生的语言能力，此外需要加强统编版教
材名著阅读的落实。

数学学科的题量不变，客观题分值
不变，解答题分值减少。应以课程标准
为依据，用好教材，确保客观题得分，重
视培养学生数学思维，避免陷入“套路”
训练。适当关注高考的题目导向的变
化以及新的高中课程标准，注意初高中
衔接，加强数学的应用性。

英语学科要注重在语言学习过程
中渗透对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引领。夯
实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基础知识，学
习语篇知识，发展学生对文本的理解、
阐释、分析、推断、评价、创造等维度的

思维能力。要特别重视加大课内外高
质量的语言输入，加强阅读训练。

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教学要以课程
标准为依据，用好国家统编教材，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学科大概念为核
心使教学内容结构化，以主题为引领使
教学内容情境化；对标学业质量评价标
准，突出学以致用能力的培养，避免因
全闭卷考试而加重学生记忆负担。

历史学科应深刻理解课程标准，用好
统编教材，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和价值判
断，注重引导学生在掌握中外历史基本知
识的基础上加深对历史的理解，提高学生
的历史阅读能力和历史思维能力。

物理学科依据课程标准命题，教师
要正确理解课程标准，用好教材，善用、
精用教材中的素材，引导学生在日常生
活观察和体验中多代入物理视角，乐于
探究生活中的物理学原理。加强信息
获取与整理、批判性思维、实验探究、运
用物理学科术语表达等能力的培养，在
平常教学中落实实验操作技能。

化学学科应重视培养和维持学生
学习化学的兴趣，加强化学基本观念和
学科思维方式的养成，分散化学语言学
习的负担和压力，多让学生进实验室，
保证课程标准规定的八个基础实验所
涉及的基本操作过关。

市教育局表示，学生要认真上好全部科
目的每一节课，除了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更要注重学科思维的养成，善于
将书本中学到的知识和方法运用到真实复
杂的问题解决中。在各个科目的学习中都
要加强阅读，提高信息处理和书面表达能
力。关注社会生活、时政热点和科技发展，
将学科学习与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认
真对待物理、化学等科目的实验操作练习，
勤动脑多动手，提高科学探究能力。

广州 方案公布
物理和化学、道德与

法治和历史，合考不合卷B

11日晚，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
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里突然“枪
声大作”；孙中山、李大钊、宋庆龄等
历史人物“现身”；一个个历史名场
面重现……原来，这是再现式历史实
景剧《携手 1924》在大元帅府进行首
场演出。该剧还将于12日下午再演
一场。

今年 11月 12日是孙中山诞辰
154周年纪念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
诞辰，弘扬红色文化，讲好革命故事，
积极探索文旅融合创新的新途径和
新方法，加强文物建筑的活化与利
用，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策划了这

场再现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为推进
两党合作而不懈努力的历史实景剧。

再现式历史实景剧《携手 1924》
以1923年3月至1924年1月，第一次
国共合作前夕发生在广州陆海军大
元帅大本营（简称“大元帅府”）内的
那段历史为创作背景，选取了孙中山
与李大钊促膝长谈、孙中山与鲍罗廷
会面、孙中山与军政要员商讨国民党
改组事宜三个历史事件，再现第一次
国共合作的峥嵘岁月。

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内有南
北两栋历经百年风雨的中西合璧的
建筑，那是孙中山1917年和1923年两

次建立革命政权的地方，也是《携手
1924》再现式历史实景剧故事的真实
发生地，这是我国人物类和旧址类纪
念馆、博物馆中首次推出的再现式历
史实景演出。该剧将舞台设置在历
史事件的发生地，通过把真实的历史
事件在大元帅府旧址内还原演出，让
观众与孙中山、李大钊、鲍罗廷、宋庆
龄等历史人物近距离接触，从而实现

“一秒穿越、重温历史”的梦想，让观
众能更加直观、深入地重温当年风云
际会的历史。现场有观众说：“场面
太真实了，我就如同在参与拍电影一
般，很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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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24年的大元帅府
再现式历史实景剧首演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刘峻希 陈莹

图/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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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改革前后分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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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分值（满分）

150分
150分
150分

（含听说40分）
60分
100分
——
100分

100分

科目
语文
数学
英语

体育与健康
道德与法治

历史
物理

化学

改革后分值（满分）
120分
120分
120分

（含听说30分）
70分
90分
90分
100分

（含实验操作10分）
100分

（含实验操作10分）

昨晚昨晚，，广州塔广州塔亮灯为退役军人加油
“戎归羊城”就业创业

青年演员在发布会现场表演经典剧目《白龙关》

焦点
问答

●11日至25日接受意向登记
●其中500套在黄埔天鹿花园

《方案》显示，2021~2023年，广州中考录取计分科目采用“4+
4”模式，即语文、数学、英语（含英语听说）、体育与健康、道德与
法治、历史、物理、化学等8个科目作为录取计分科目。与现行中
考政策相比，增加了历史科目，体现了历史学科基础性作用，加强
与全省高考综合改革“3+1+2”模式的有效衔接。

历史科分值为90分，体育分值提升至70分。语、数、英各科分
值调整为120分。道德与法治分值调整为90分。物理和化学分值
不变，各100分。

录取计分科目满分为810分，与现行中考的总分值保持不变。
考试内容范围严格按照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7～9年

级）科学确定各学科考试命题内容。试题要体现立德树人根本要
求，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注重体现学生的科学素养、人文
素养和实践能力。进一步增强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
注重考查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特别是在具体情境中运
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考试方式方面，语文、数学、道德与法治和历史4个科目实行
闭卷笔试；英语实行闭卷笔试和听说能力考试；物理和化学2个
科目实行闭卷笔试和实验操作考试，实验操作考试按《广州市教
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物理、化学、生物学实
验操作考试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穗教招考〔2019〕6号）规
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