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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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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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校考、网络初选、延期面试

今年艺考三大变化，如何应对？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1—101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部分
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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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一
股寒潮已抵达新疆，今天开始，它将
大举东移南下，北京、山西等地气温
将跌至谷底。

这股寒潮，将在本月28日前，影
响我国大部地区。如今短袖已经登
场的四川，受到的影响大不大？棉衣
又要转回来了吗？

25 日 16 时，省气象台发布强降
温蓝色预警：受北方冷空气影响，

26-28 日盆地将有一次明显降温降
水天气过程，日平均气温将累计下降
7-9℃，东北部、南部局部地方可达
10℃；冷空气影响时有 4-6 级偏北
风，山口河谷地区风力可达7级以上；
盆地有小到中雨，其中东北部有中到
大雨。

总的来说，我省的降温，不如北
方猛，也不如北方陡。不会像北京一
样，直接“腰斩”。但从26日开始，眼

前的炎热感不再，最高气温仅 22℃。
之后几天，气温每天降一点。目前来
看，周日是最冷的一天，盆地最高气
温都不会超过15℃。

四川发布强降温蓝色预警

今起三天盆地将降温7-9℃

根据专业特点
艺考变化体现在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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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就已大部
分完成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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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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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小胡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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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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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大乐透第20015期全国销售
213742602元。开奖号码：01、07、23、24、
26、03、07，一等奖基本2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800万
元。二等奖基本42注，单注奖金280807
元，追加9注，单注奖金224645元。三等
奖 125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
1389102103.5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3 第 20035 期全国销售
20911910元。开奖号码：328。直选全
国中奖11710（四川930）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58928（四
川 4813）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20618403.1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5 第 20035 期全国销售
9040072元。开奖号码：32816。一等
奖 226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60864646.9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