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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 77所学校、692件精选作品，涵盖绘
画、雕塑等多个艺术门类……11月10日 ，为期四
天的“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学校美术作品展暨第五
届广东省高校美术作品学院奖双年展”在广州美术
学院大学城美术馆开幕。本届展览由广东省教育
厅和广东省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旨在加强粤港澳
大湾区学校艺术教育交流合作和共建人文湾区。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亮，实
习生夏嘉欣，通讯员刘赟、刘英
报道：11月 7-8日，2020年全
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广东省
分赛暨“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
讲、写作、阅读大赛（广东赛区）
在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以下简
称“中大新华”）举办，来自全省
近65所高校的600余名选手同
台竞技。大赛在校内同步开设

直播分会场，满足参赛选手及
旁听学生的观赛需要。

本次大赛由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协 办 ，中 山 大 学 新 华 学 院 承
办。大赛分为半决赛和决赛，
历时两天。记者了解到，此次
演讲大赛包括即兴演讲、定题
演讲等部分，比赛融入了学术
性、思辨性、拓展性、创造性等

要素，演讲题目涵盖抗击新冠
疫情、全球挑战应对、新时代担
当与奉献精神等选题，紧跟当
下社会热点。

经过激烈角逐，演讲大赛
中，深圳大学的彭梓洲、广东工
业大学的杨丝淇、中山大学的
刘 兰 君 三 位 同 学 脱 颖 而出，
拟获得特等奖；写作比赛中，
华南农业大学的周文静、深圳

大学的郑昕、广东以色列理工
学院的刘珉玮三位选手拟获
得特等奖；阅读比赛中，香港
中文大学（深圳）的林奕佟、华
南理工大学的杨鸿申、华南理
工大学的黎羿江三位选手拟
获得特等奖，以上选手将于今
年 12月代表广东省登上“外
研社杯”全国英语大赛总决赛
的舞台。

“这个小区远离市区，交通不便，以
自驾为主，较近的地铁站距离3.1公里与
万达商圈交通距离约为5.6公里，公交线
路较多但间隔时间较长……”如此精准
的评价，正是房会会员在看房后做出的
调研报告的片段。为了让学生熟悉房地
产市场，该社团定期开设“楼宇风情”和
踩盘调研大赛，带领大家实地参观楼盘，
由专业人员讲解楼盘构造、周边环境等，
其后由会员进行楼盘调研、项目策划和

技能PK。
“开展这样的学术之旅能增加大家对

房地产和楼盘的了解程度，促进会员对
房地产研究的兴趣和相关知识的交流，也
可以让更多非本专业的同学了解房地产
开发与管理。”房会会长黄宇靖同学告诉
记者，房会成立初衷既包括发展学生专
业能力，也包括科普房地产知识。

实际上，每次的实地考察活动不但
有土木、建筑、园林等相关专业的学生

参与，还吸引了不少希望赢在选房攻
坚战“起跑线”的“小白”关注。“从活动
参与者的反馈来看，他们确实学到了
很多选房、买房的知识，这让我们感
到欣喜。”黄宇靖表示。

黄宇靖透露，除了在社团微信公
众号分享楼盘信息等房产资讯外，
房会近期正计划与合作企业合办
一本房地产类的校内刊物，以
便进一步普及房地产知识。

课上，寮步镇中心小学的曾蕻冰
老师和华师的小学教育专业专硕研
究生陈帝颖同学展开了“同课异构”
教学活动。前者采用“真人教师主
讲，AI全科教师辅助”的协作方式，
后者则采用“AI全科教师主讲，真人
教师助理”的教学方式，双方共同选
择《Let’slearn》一课同台教学PK。

作为 AI全科教师项目带头人，
华师实验中心主任黄甫全教授向记
者介绍，“华君”已具有一定的日常
自主交互能力——能记住人；可以
进行“存储”式回答；只要事先进行
存盘操作，就可跟随人的邀请走，接
受 邀 请 唱 歌 ，回 答“ 十 万 个 为 什
么”……“AI教师的表情、动作和声
音也都是多样化、可调换、可设计
的，能满足孩子的个性化需要。”黄
甫全说。

记者留意到，AI教师可以通过
无线网络连接物联网和课室里的融
媒体显示屏，将网上的各种教学资

源“实时介导”到显示屏上，实现课
堂资源有效融合。AI教师主讲时，
可以利用网络大数据库内容来应对
学生的知识需求；作为辅助时，可以
领读、讲解字词句、发起游戏活动
等，并能使用动作、表情与学生交
互，活跃课堂气氛。

课后，实验中心分别对两个班全
体学生进行访谈调研，了解学生对AI
全科教师进入课堂的感受。调研显
示，AI教师亲和力十足，受到很多学
生喜爱。五年级（3）班的董同学告诉
记者：“AI老师就像朋友一样，我会更
愿意向它请教问题，完成任务的积极
性也高。”同班的万同学也表示：“希望
AI老师能给我们多上几次课。”

华师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曾文
婕教授认为，在真人教师助理的助
教下，AI全科教师可以完全实现课
堂互动行为。此外，AI教师具有集
成性，所以在声音、行为和表情方
面，都比真人教师具有更宽更高的

教学能力。
“在教材内容之外，AI教师对于

教学内容的举例与剖析相比真人教
师更丰富和深入，也能较好地杜绝

真人教师主讲难以避免的科学性、
常识性错误。”黄甫全透露，除英语
外，语文、数学等科目均能通过 AI
教师进行授课。

AI全科教师走进小学课堂
人机协同上课模式有望成新趋势

"What’s this（这 是 什
么）?""It’sa service robot
（这是服务机器人）.""What
can itdo（它能做什么）?""It
cancleantheroom（它可以
打扫房间）.""Right（对）!It
can guide guests,and it
can send something to
guests（它可以指引客人，也可
以送东西给客人）."

以上的英语对话并不稀奇，
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对话者
竟是一名AI机器人和一群小学
生。随后，AI机器人还接受了
学生的点歌邀请，在教室里放声
歌唱。这一情景发生在11月6
日由东莞市寮步镇中心小学联
合华南师范大学德育神经科学
与教育人工智能实验中心（以下
简称“实验中心”）举办的“AI全
科教师英语同课异构”教研活动
的现场。华师率先研发的“AI
全科主讲教师‘华君’”走进寮步
镇中心小学课堂，给同学们上了
一堂别开生面的英语课。

“AI全科教师，通俗说来，就是把优秀
教师的教学能力开发给AI教师，旨在从根
本上解决优秀教师短缺，特别是乡村与城
郊学校优秀教师短缺难题。”对于 AI教师
的教学价值，曾文婕给予了肯定，“这次活
动再次表明，AI全科教师主讲课程能够增
强学生学习动机、增加学习投入、提升学习
成效并减轻教师讲课负担。”

据了解，实验中心通过植入名师教
学、大数据优选教学等参照体系，使老师
能借助 AI教师从繁重的讲课劳动中解放
出来，进行教学创新。黄甫全介绍，现阶
段基于弱人工智能技术的 AI全科教师研
发，仍集中在 AI教师的主讲课程能力的
开发上，就是将优秀真人教师教学能力与
新理论的教学潜能开发并融合，进而给
AI进行教学编程。

“在设计互动游戏环节时，会考虑是否
真的融入了知识点，学生能否从乐中学，而
不是一味享受游戏。”参与 AI主讲课例设
计和上课的陈帝颖说。

那么，AI教师是否会完全取代真人讲
师呢？专家和教师们均认为，教学过程中
人的主体能动性仍占主导地位，AI教师的
角色还只是“辅助型选手”，距离“抢人类饭
碗”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参与观摩的温老
师表示，AI教师更适合上语音和词汇课，因
为机械性操练多。梁老师则认为，AI教师
无法辨别学生的学习状况，照顾不了后进
生。“还是作为助教比较合适。”

打造互动式课堂，AI实现在线资源“一网打尽”

充当教学辅助，
致力破解优秀教师短缺难题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杭莹
通讯员 李浩然 图/通讯员提供

学子展翅，社团飞扬。近日，各大高校都进行了“百团大战”，通过社团招新活动招揽新人。
作为大学的“标配”，全国高校社团多如牛毛，传统文化类、艺术创意类、科技创新类、专业技能
类，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社团做不到。易卜生曾说过：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
备。社团，正是作准备的试炼场。从本期起，《羊城晚报》将推出“高校团荐”系列报道，推介高校
里潜藏着的社团力量，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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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有个“看房”学会
该校的房地产研究学会致力科普房地产知识、解锁置业技能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杭莹

图/受访者供图

“嘿！兄弟，看房吗？”遇上这样的搭
讪，你一定会以为碰到房产中介了吧？然
而，这一幕却发生在广州大学近日的社团
招新现场。

住房是民生之本，但在购房之路上难
免遭逢各种“十面埋伏”的坑。如何未雨绸
缪地为尚在校园的小萌新们提前“扫雷”，
普及房地产知识，规避选房陷阱？在广
州大学就有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社团
——成立于1994年的房地产研究学会
（以下简称房会）。在10月刚结束的
“百团大战”中，房会新招收了本科及
研究生会员约 70人，目前共有
283名会员，是广大管理学院工
程管理系三大社团之一。

广大房会的学生在楼盘实地参观调研

科普房地产知识，助力选房攻坚战“赢在起点”

据了解，房会由广大管理学院
进行业务指导，对标的是工程管理
专业分支之一的房地产投融资方
向，因此，房会注重培养专业学生的
房地产前期策划与分析能力以及销
售能力。学院开展的大湾区房地产
热点问题讲座、学术研讨会等场合
常常可见房会成员身影。

房会定期推送学术简报，派送
房产月刊和年度杂志《房产经纬》。
疫情期间，房会学术部通过观察分
析，推出了《“疫”境前行的房地产行
业》学术调研报告，解剖了疫情下的
全国房地产行业态势。

黄宇靖介绍说：“我们会站在甲
方角度对实体落地的房地产楼盘
和地块项目进行策划分析、可行性
研究和风险分析，通过地块策划的
模拟来锻炼大家的房地产专业知
识技能以及演讲、团队分工合作等
能力。”

除日常活动外，会员们还在指
导老师的带领下参与房地产相关赛
事，将所学运用于实践和比赛中。
近两年，房会举办的房地产策划大
赛校赛为广州大学输出了多名优秀
人才，以这些优秀人才为主体的参
赛队伍代表学校斩获了“易居杯”第

十届、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房地产
策划大赛全国一等奖，“易居杯”首
届全国大学生投资分析案例大赛全
国二等奖等奖项。

在房会指导老师、管理学院工
程管理系副教授谭建辉看来，房会
历来重视会员的专业素养，提
供了系统化的专业训练，专业
属性突出。从大一新生参加
的踩盘比赛，到大二、大三学
生为主的房地产策划大
赛，逐步强化专业训练，
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和
动手能力。

专业属性突出，斩获全国房地产赛事一等奖

依托学生社团，推进校企合
作，早已成为高校培养人才的新
模式。广大房会能良好发展至
今，也从校企之间的产学研联动
中受益颇多。据悉，学校协助学
会对接校外业界资源，由学院和
合作企业共同为活动和比赛拨
款、提供赞助；学会每年均邀请
企业高管、业界大咖做报告，讲
解行业相关知识；在策划比赛
中，则由专业老师与合作公司管
理层和一线骨干担任评委，点评

学生的策划演示。
谭建辉表示，房会的价值之

一就在于以多种形式加强了在
校生与业界的联系交流，拓展学
生专业视野。目前，经纬中国是
广州大学管理学院学生校外实
践培训基地，和广大房会一直联
系紧密。“该公司为学会提供了
项目素材、资金支持以及专业引
领，还有不少开发商、代理机构
和房地产估价公司均对学会的
发展给予了帮助。”谭建辉说。

除了支持房会活动外，合作
企业也解决了部分专业学生的
实习问题，且每年为毕业生敞开
大门，接纳就业。经纬中国区
域营销总监陈涅告诉记者：“如
今，广大房会的学生是我们
招聘的首选之一，我们公司
的很多高管、地产精英都是
从广大走出来的。我们希望
通过合作发掘和培养更
多优秀人才，帮助他们
快速融入社会。”

校企合作育人，社团会员成房企招聘首选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
演讲比赛广东赛区开赛 聚焦家国与担当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通讯员 粤教宣 江粤军 图/学校供图

学院派美术双年展来了！
广东有282件作品入选

据了解，按照一年美术，一年设计的循环展出
机制，今年为美术作品展。此次展览采用线上和线
下同时展出的方式，共展出粤港澳77所学校的692
件作品，其中广东共有50所高校的282件美术作品
入选，18所中小学（包括中职）的209件作品参展；
港澳作品由各校推荐参展，其中，香港学校4所70
件，澳门学校5所131件。

展览作品涵盖了绘画、书法篆刻、雕塑、手工艺
和综合材料等艺术门类，从一个侧面集中反映了粤
港澳大湾区学校近年来艺术教学的成果，以及在共
同地域情景中呈现的开放、融合和多样的文化格
局，体现了师生们对艺术实践的探索和拓展。

广东力争2022年美育进中考
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不少城市试点“美育进

中考”。教育部也表示，到2022年力争全面实行美
育中考。广东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邱克楠在开幕
式上透露，广东省教育厅已组成了专门的专家组对
此进行研究和推进，力争到2022年，广东全面实行
美育进中考。大学的美育艺术教育，也要进入课程
体系，美育学分修满的大学生才可以毕业。

面对这样的新变化，学生和家长们该如何应
对呢？广州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美育教育专家
穆林表示，美育作为人生的一门必修课，并不仅
仅是学生的一个特长，而是通过美育获得感知
美、发现美的能力，是人生活中获得幸福感的一种
必备的要素。

她表示，目前广东很多学校已经开始进入到
广东美育浸润计划当中。加入该计划的各大高
校，会根据对口中小学校的需求，开发和实施2—
4门美育专项课程；建设 2个以上美育兴趣小组
或社团等，提供持续、稳定、有效的定向精准帮扶
和志愿服务，从而以点带面，推动广东美育的全
面发展和提升。

华农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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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正在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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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老师、AI教师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