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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特殊情况下， 美术艺考
生如何备考？ 何登辉提醒要关注
以下两点：

首先， 关注相关考试和录取
政策。 学生要及时了解高校的招
生简章和相关考试时间安排。

其次，科学制订计划。 高三学
生要兼顾美术备考和文化备考，
现阶段要准备好文化科的复习和

冲刺，减少美术专业课的时间，暂
时让位于文化课。 另外，学生要拍
摄、 保存好自己的作品，对
作画过程进行录像，准备应
对高校新的校考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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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玉霞报道： 记者
近日从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获悉，正值
春季高考报名期间，该校推出一个“公益
办学”政策———

“全国驰援湖北医护人员子女 2020
年参加高考或中考报考并被录取、就读广
东南博企业集团旗下四所院校（广东科技
学院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广州华南
商贸职业学院 、 东莞市南博职业学校 ），
实行学费、住宿费、书本费三年或四年全
部减免政策。 ”

以南洋理工职业学院为例，羊城晚报
记者查阅该校官网看到， 其 2020 年春季
高考招生章程第十章的收费标准显示：本
校收费标准按《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
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取消我省民办高校和民办中职学校
收费备案以及住宿费核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粤发改价格 〔2016〕657 号 ）的有关要
求执行。 文科类专业学费 16500 元 / 生·
学年； 理科类专业学费 16500 元 / 生·学
年； 艺术类专业学费 16500 元 / 生·学
年；住宿费 1300 元 / 生·学年。

因此，若算上书本费等费用，符合规
定的学生一个学年里能减免近 2 万元的
费用。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亮、 通讯员李帆
报道：“助学金为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给予我勇气更有自信面对生活。减少了对
生活费的忧虑， 我可以安心地在家学习
了。 ” 记者从广州大学松田学院获悉，该
校近日为 1789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前
发放了 2019-2020 学年度春季国家助学
金，共计 2643650 元。 收到助学金后，计
算机科学专业的黄同学表达了感激。

据悉，这是松田学院帮助困难学生共
度疫情难关的“春暖行动”之一，学校专
门开设助学金支付绿色通道。

同时，为防止学生因疫致贫和因疫返
贫，学校建立了学生资助工作台账，通过
与电信部门的合作，为全校所有建档立卡
的有需求的 226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
放内含 50 元话费的数据流量卡， 确保了
贫困学生居家学习，畅享无忧。

玩游戏也能学习防疫知
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役，暨南大学 （以
下简称“暨大”）的学生们制作
了五款防疫题材的原创新闻
游戏。 目前，这 5 款游戏已经
在网易易次元平台上线，累计
参与量达 7.5 万人次。

五款游戏中既有“斩妖除
魔”的辟谣挑战，也有日常防

疫的知识科普，还有着眼于封
城生活的日常体验，用创意点
亮防疫科普， 与时代紧密相
连，同频共振。

在《封城配送进行时》中，
玩家需要完成青年配送员晓
歌在春节驻守期间接到的“特
殊” 订单任务 。 《新冠入侵
24h》 让玩家变身新冠病毒，
设身处地感受病毒的传播路

径与偏好。《封城日记》则以第
一视角记录了封城后普通市
民的生活点滴，让玩家在游戏
中感受疫情之下人性的真善
美。代际差异所带来的观念冲
突常常给家庭防疫带来阻碍，
《家庭防疫大作战》 正是聚焦
这一问题。《真相战纪》将谣言
拟人化，提高玩家对谣言的敏
感性和辨别能力。

用游戏讲述抗疫故事的
过程中， 既有泪水也有汗水。
湖北学生郭书畅和团队其他
五名成员一样，虽没有功能游
戏制作经验，但凭借满腔激情
和专业导师的指导， 边学边
做，仅用半个月的时间，该团
队制作的防疫游戏《新冠肺炎
模拟器》便成功孵化，吸引了
5.1 万网友参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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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教育部会议部署 2020 年
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 要求各有
关高校要针对今年疫情防控的新形
势，根据不同艺术类专业人才选拔的
特点，科学制订校考工作方案，积极
引导考生理性报考。 对于与专业考试
要求相关度不高的专业、省级统考已
覆盖的专业，高校要尽量减少校考专
业范围。 对于拟继续组织校考的高
校，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鼓励
高校采取考生提交作品、网上视频面
试等方式考核。 对于专业性强且拟继
续组织校考的高校，鼓励先对报名考
生进行初选，在高考后再组织现场校
考。 具体方案由高校确定。

教育部明确， 校考组织方式包括
现场考核和非现场考核两种。 对于拟
采取现场考核的高校， 原则上 2020
年高考前不组织现场校考，应安排在
高考结束后、 高考成绩公布前组织。

对于拟采取提交作品、网上视频面试
等非现场考核方式的高校，要尽快确
定考核时间，便于考生提早规划备考
安排。

据了解， 近年来已有部分高校在
艺术类专业招生和高水平艺术团招
生中，对提交作品、网上视频面试等
方式开展了积极探索和实践，积累了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这些高
校对使用这类方式选拔的学生进行
了持续性跟踪调研，进一步印证了这
种选拔方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另
外，这种方式也确实方便了考生及其
家庭，免去了以往许多考生和家长长
途奔波“赶考”和“陪考”的情况，减少
了交通、住宿等开支。

对于一些农村和贫困地区等不具
备网络和智能终端的考生，教育部要
求高校积极采取多项措施进行兜底
保障，比如根据考生申请，协调生源
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提供免费
录制视频服务。

“打怪通关”也能学防疫知识？
暨大师生巧设游戏点亮防疫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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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现阶段侧重文化课学习，录好作品视频

艺术类校考推迟 网上提交作品面试

校考推迟，艺考生如何备考？ 名师支招———

现阶段先冲刺文化课
作品拍视频并保存好

2020 年全国艺术类
专业报名人数预计为 115
万，受疫情影响，有关高
校均推迟了艺术类专业
校考工作。 艺考生怎么备
考？ 广州市美术中学教务
副主任何登辉给出应对
之策：现阶段侧重于文化
科的复习和冲刺，减少美
术专业课的时间； 拍摄、
保存好自己的作品，对作
画过程进行录像，准备应
对高校新的校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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