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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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南京艺术学
院等少数院校校考在1月就已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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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出台。部
分院校已公布调整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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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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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功的探
索，线上考试也有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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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考生和家长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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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文化素质通过参加全国统
一高考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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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也只能拼文化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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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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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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3月25日电 24
日，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发布
联合声明表示，东京奥运会将改期
至2020年后，但不迟于2021年夏
天举行。国内外体坛相关方纷纷通
过社交媒体等途径发声支持这一决
定，并呼吁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在与
疫情的对抗中取得胜利。

多名国内外体坛知名人士也表
示赞同。“全球共同抗击疫情是第一
位的。”曾夺得4枚奥运金牌的邓亚
萍在个人微博表示，这次推迟举办
奥运会，也体现了相互理解、友谊、
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马拉松“破2”第一人、肯尼亚
奥运冠军埃鲁德·基普乔格说：“将
东京奥运会推迟到2021年举办是
一个明智的决定。我期盼明年赴东

京实现卫冕，并见证一届盛会。在
当前这一充满挑战的时刻，希望每
个人都能身体健康。”

“我为这届奥运会等待了 8
年。”英国女子七项全能世界冠军卡
塔琳娜·约翰逊·汤普森坦言，推迟
举办奥运会是个“令人心碎的消
息”，但这也是“为每个人的健康安
全而做出的合理决定”。

“对老运动员是一次极大考
验。”体操奥运冠军何可欣提醒运动
员尽快调整，利用好这段时间增加
筹码。她希望奥组委能早日给出新
的赛程时间，让运动员们重新燃起
斗志。

“东京，2021年见。现在，我们
要先拿下一场大战的胜利。”法国柔
道奥运冠军特迪·里内表示。

梦在前方 先拿下抗疫大战的胜利
——国内外体坛热议东京奥运推迟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周迅、
黄觉、惠英红、赵雅芝等主演的电视
剧《不完美的她》将于27日开播。该
剧通过女性找寻光明、自我救赎的
旅程，展现中国当代女性独立自强、
坚韧勇敢的精神面貌。

总制片人张娜25日在京介绍，
剧中刻画了年龄、成长环境、社会身
份不同的多个女性角色。主人公林
绪之（周迅饰）事业有成，却被童年
阴影困扰无法融入社会与家庭，踏
上自我找寻之旅，收获了温暖与希
望，最终学会了与自己和世界和解，
展现出向阳而生的信念。

林绪之的养母袁玲（惠英红饰）
在职场上行事果断，也敢于反抗重

男轻女的丈夫，对女儿倾尽了无限
温柔，呈现出女性性格的多面性和
坚韧自强的力量；林绪之一直寻找
的生母钟惠（赵雅芝饰），面对不幸
的婚姻起初懦弱隐忍，却在成为母
亲后开始反抗前夫的伤害，展现出
母爱的伟大；林绪之的好友高山（童
瑶饰）思想独立，一直向绪之传递积
极向上的能量。

“《不完美的她》围绕主人公的
多条关系线，描绘了个性鲜明的女
性群体形象，多角度呈现了当代女
性独立成长、寻找自我的方方面
面。这种从人格到情感都要独立自
强的女性成长态度，是我们要向观
众传递的‘她力量’。”张娜说。

周迅领衔电视剧《不完美的她》
传递中国当代女性独立自强精神

电视剧《不完美的她》剧照。 资料图片

3 月 24 日，
在香港西湾河附
近的运动场，小
朋友在踢足球。

新冠肺炎疫
情下，香港民众
积极进行多种形
式的体育运动。

新华社发

香港：疫情下的体育运动

新华社西安3月25日电 随着
东京奥运会确定延期，多个国际单
项体育组织以及运动员纷纷对这一
决定表示理解和支持。另外，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多项大型赛事“扎
堆”延期，2021年或将被迫成为大
赛年。

按照目前的计划，2021 年成
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体育大年，东
京奥运会、足球欧锦赛、美洲杯足
球赛、足球世俱杯、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和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等国
内外大赛都将在 2021 年“扎堆”
举行。

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
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全运会如何
调整，对于国家队精英运动员备战
奥运的安排也将产生影响。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解释推
迟举办奥运会的决定时坦言，延期
举办奥运会是为了挽救生命。国际
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也认
为，当前最重要的事不是体育，而是
保证所有人的安康。

对此，国际乒联、国际网联、国
际曲联、世界棒垒球联盟等多个国
际单项体育组织以及英国、澳大利
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均发出声
明表示支持，多位国内外运动员也
表示“理解这一决定”。

国际网球联合会主席哈格蒂表

示：“虽然对于那些辛苦备战和训练
的人来说这有些遗憾，但我们都明
白，保证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永
远排在第一位。”

“东京2021，永恒的圣火，崭新
的日期。”英国短跑选手阿舍·史密
斯在社交媒体中说，“请大家都待在
家里，务必健康平安。”

此外还有一些国际单项体育
组织快速做出回应，表示已经决定
根据奥运会赛期的变动调整相关
比赛的计划安排。世界摔跤联合
会主席拉洛维奇表示，他们会等待
国际奥委会更具体的下一步指导
方案来调整资格赛。国际帆联也
声称将与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
委就确定东京奥运会举办时间、重
新设计奥运资格赛进行合作。

此外，原定于在2021年举办世
锦赛的世界田联及国际泳联也均表
示愿意调整赛程为奥运“让路”。

奥运延期的决定已经做出，日
本东京拆除了在诸多地点设置的
奥运开幕倒计时钟。德国方面则
传来两条坏消息，德国奥委会主席
阿尔方斯·霍曼24日通过德新社
向外界确认，因其子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他不得不进行自我隔离。德
国足球职业联盟在当地时间24日
通过了德甲停赛期至少延长到4月
30日的提议。

多方支持东京奥运延期

2021年将大赛“扎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