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8 聚焦 2020年 3月 26日 星期四编辑 高如衡 美编 张大千 质检 高如衡

取消校考 网络初选 延期面试

疫情之下艺考三大变化，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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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南阳首控光电有

限公司管理人委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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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台 （http://paimai.
caa123.org.cn）公开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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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约 105628.870 平方
米；厂房库房、简易房、净
化房等房以及地上附着
物、构筑物、其他辅助设
施 ， 总 建 筑 面 积 约
16446.62平方米，所有地

上建筑均无产权证，有土
地证，编号为国用（2011）
第 00562号，性质属于工
业出让用地。2、机器设备
一批。3、原材料及库存商
品一批。 4、车辆两辆（别
克 牌 SGM6529ATA、 大
众牌 SVW72012EJ）。注：
以上标的先整体捆绑拍
卖， 整体不成交后分项
拍卖。

二、预展时间：自公
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
地点：标的物所在地。有
意竞买者， 请致电咨询
本公司或登录中拍平台

网站关注本公司本场拍
卖会有关详细情况。

三、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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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ypm123.com
微信公众号：“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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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机构：王经理
18903778369
13526839597
南阳首控光电有限

公司管理人： 河南雷雨
律 师 事 务 所 祖 律 师
13837716633
河南公源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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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教育部近日对今年艺考做出调整，鼓励高校采取考生提
交作品、网上视频面试等方式考核，必须要进行的现场校考在高考后组织。

今年全国艺术类专业报名人数预计为 115 万， 这些考生将如何面
对艺考之变？

三大变化：取消校考、网络初选、延期面试
根据教育部部署， 原则上 2020

年高考前不组织现场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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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梳理发现， 除了南京艺术
学院等少数院校校考在 1 月就已经
大部分完成， 全国各大艺术专业院
校、 综合类高校艺术专业校考都已
延迟， 新的考试方案预计在 3 月底
出台。 部分院校已经公布调整方向，
根据专业的不同特点， 变化体现在
三方面：

———取消校考。 中央戏剧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将考虑采取部分专业
取消专业校考， 直接按照高考成绩
择优录取， 或是同时参考省级统考
成绩。 华南师范大学今年起全部按
省级统考成绩录取，取消校考。

———网络初选。 上海音乐学院
对于音乐表演专业采用“远程网络
面试+线上提交视频资料” 的考试

方式；北京电影学院将朗诵、舞蹈、
演唱、 演奏等各类技能型考核项
目，由现场面试方式改为考生按要
求采集考试过程视频并通过网络
提交的方式；中国传媒大学在初试
阶段， 允许报考学校全部 23 个艺
术类专业的考生， 在自愿前提下，
按要求提交作品。

———延期面试。 中央戏剧学院
部分专业由于专业特性和学校对生
源选拔的特殊要求，将延期组考，并
尽最大努力压缩考程； 北京电影学
院戏剧影视导演、录音艺术、作曲及
美术设计类专业招生考试， 侧重考
察考生的专业能力和基本功， 多数
要按照专业校考成绩择优录取，仍
需要现场校考， 尽量将考生在京考
试时间压缩在一周之内； 包括星海
音乐学院在内的中国 11 大音乐学
院， 基本都倾向把专业考试时间段
延至高考之后； 部分综合类院校的
艺术专业如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校考
也安排在高考后进行。

另外，对于一些农村和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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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考试如何保证真实与公平
不少艺术院校已确定以线上测

试的方式进行校考初试筛选。 一直
以来， 现场考核是艺考校考的唯一
方式，网考能否确保真实和公平？

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相关负责人
说，线上考试，一是考生身份的确认
有问题，甄别替考不好处理；二是线
上考试或者线上提交的作品有问
题， 是否是考生本人的作品无法核
实，会留下争议和后患。“比如吹笛
子，如果是录音怎么办？ ”东北某艺
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说。

有教师担心， 由于技术条件差
异大， 每个考生的真实水平难以完
全展现出来。 星海音乐学院教授、星
海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张帆说，网
络延时、声音失真、拍摄视频空间、
角度等都对音色音质的判断、 情感
的抒发有影响。

操作层面也存在难点。 某音乐
学院相关负责人说：“同一时段，一
个专业就有千八百人报名， 很难看
得过来。 另外，学生能按时进行吗？
如果网络卡怎么办？ ”

如何解决上述担忧和疑虑？ 教
育部对高校科学制定非现场考核方
案有三大要求： 一是考生提交作品
时， 要根据学校远程网络平台统一
制式要求， 完成相关作品录制后立

即上传，不得进行编辑处理。 二是在
实时网络视频考试时， 高校要运用
人脸识别等技术措施加强对考生身
份的核验，严防替考等作弊行为。 三
是所有录取的考生， 高校应在开学
后 3 个月内进行复核、复测。 经查实
属提供虚假作品材料、替考、违规录
取、冒名顶替入学等违规行为的，取
消该生录取资格， 并通报考生所在
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倒查追责。

一些专家认为，“停课不停学”，
高校在线上教学方面已经有了积极
而成功的探索， 线上考试也有可借
鉴的经验。 网考既是疫情下的必要
之举， 也可能成为未来艺考改革的
重要举措。

据了解，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
剧影视）专业今年的春考招生，便调
整为以提交材料审核+网络视频测
试的方式进行， 得到了考生和家长
的认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
奇说，引入在线视频测试方式，不但
可以解决当前艺考的“燃眉之急”，
而且其便捷、低成本的优点，可以成
为今后研究生复试、 综合素质评价
学校面试、“强基计划” 学校测试的
考试方式， 推进高校招生考试改革
的深化。

文化课考试变得更为重要
艺考生需要进行专

业和文化考试，其中文化
素质是通过参加全国统
一高考来考察；专业素质
通过各省组织的艺术统
考和部分专业艺术院校
组织的单独考试，即通常
所说的“省考”和“校考”
来考察。 目前，除极个别
专业外，全国各省的艺术
省级统考已经结束，并公
布了考试成绩。

记者了解到， 一方
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
电影学院等院校把部分
专业直接调整为按高考
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录
取；另一方面，部分院校
取消校考直接以省考成
绩作为专业参照，这对于
省考成绩一般、想靠校考
提高专业分的考生来说，

也只能拼文化课了。
计划报考音乐专业

的湖南籍考生小胡告诉
记者，“去年，湖南音乐二
本高考分数线 375 分，按
以往，我如果省考、校考
都通过了，文化课只需考
过 375 就可以了。现在没
有校考了，按省考成绩占
70%、文化课成绩占 30%
的比例录取，要上好的二
本院校甚至一本，文化课
必须上 500 分。 ”

此外，一些考生说，准
备了大半年的专业课推迟
考， 而丢了大半年的文化
课却要提前考。 以往文化
课是通过校外培训机构学
习，现在受疫情影响，要么
改成网课要么自学， 学习
效率和效果都大打折扣。

疫情之下减少校考、

增加省考参考性、提高文
化课的要求，与当前国家
倡导的艺考改革方向一
致。国家教育考试委员会
专家组成员陈志文说，教
育部在 2019 年底就对
2020 年艺考做出了重要
调整，大幅度缩减校考范
围与专业数，除单独设立
的艺术院校外，大多数高
校都取消了艺术专业的
校考。

不少艺术院校负责
人说，这几年，艺术院校
招的学生文化课成绩越
来越高。 事实证明，文化
成绩好的孩子，综合素质
比较高，即使专业稍弱一
点， 入校后其提升空间、
学习热情、专业潜力等都
显示出更好的表现。 ②1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