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周艳婷）近日，
郁南西江实验学校以“普通话诵百年
伟业，规范字写时代新篇”为主题，开
展推广普通话宣传系列活动。

为把推普活动引向深入，该校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一是开展“我
给父母当老师”活动，发动学生运用在
学校所学的知识纠正家庭里存在的方

音、方言及不正确使用汉字的现象，实
现了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二是组
织师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倡导人人争做推广普
通话和使用规范字的模范，为构建书
香校园而努力。三是开展“啄木鸟”活
动，让学生在校园内外寻找不规范使
用汉字的现象，并在班级进行分享，共

同学习提高。四是开展一次规范汉字
书写比赛，要求老师规范用字，发挥老
师以身示范的作用，将推广普通话纳
入学校教育教学之中，加强学生的写
字训练，将学生的写字质量与用字规
范有机结合起来，并引导学生在校园
中讲普通话，在作业、答卷中用规范
字。五是各班召开“普通话诵百年伟

业，规范字写时代新篇”主题班会，班
主任从为什么要讲普通话、如何讲好
普通话等方面给学生进行讲解，加深
学生对普通话的认识。

同时，借助学校微信公众号、校讯
通等媒介宣传推广普通话，做到校园
内外人人知晓，形成推广普通话、促进
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良好氛围。

普通话诵百年伟业 规范字写时代新篇
郁南西江实验学校推普活动形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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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校考范围和规模、提高文化
课成绩要求、推进分类考试分类录取
……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
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系列新规将给艺考带来哪些变
化？对家长和考生们有何影响？记者
进行了调查采访。

优化专业布局：
部分专业将停止招生

近年来，一些高校为追求多学科
发展，竞相开办学费标准相对较高、办
学门槛较低的艺术类专业，盲目扩大
艺术类专业招生规模，虽然客观上为
学生报考增加了选择，但因办学定位
不准，招生规模及专业设置与社会需
求存在脱节现象。

据了解，有的学校跟风开设艺术类
专业，但师资力量比较薄弱，专业性和
学术性达不到标准和高度，学生就业也

较为困难。调研显示，2020年，艺术类
本科专业招生人数在全国本科招生总
数中的占比仅次于工学和管理学，位居
第三。但从初次就业情况看，其总体就
业状况与其他专业有明显差距。

“热门的艺考，冷门的就业，这句
话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艺术类招考设置
还要从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
行科学调整。”东北育才悲鸿美术学校
专业部主任王海玲说，艺术人才的培
养从入口到出口在学科设置上需要宏
观把控。

对此，意见提出，推进高校艺术专
业特色发展，明晰人才选拔培养定位，
优化艺术学科专业布局，对社会需求
不足、培养质量不高的专业予以调减
或停止招生。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这
要求高校一方面要突出办学特色，构
建与办学定位和特色相适应的艺术人
才选拔培养体系，着力选拔培养德艺

双馨的艺术人才。另一方面要紧密结
合社会需求，综合考虑学校办学条件、
师资队伍、毕业生就业状况等，优化艺
术专业设置，合理安排招生计划。

分类考试：
省考全覆盖 校考大“瘦身”

长期以来，艺考腐败案件时有发生，
其中校考环节不公开不透明、教考不分
离、招考权力过于集中等屡受诟病。

意见提出，大力推进艺术专业分
类考试。积极扩大省级统考范围，到
2024年基本实现艺术类专业省级统
考全覆盖，不断提升省级统考水平和
质量。严格控制校考范围和规模，建
立健全校考高校和专业准入退出机
制，科学合理确定校考形式，严格控制
现场考试规模。2024年起，不再跨省
设置校考考点。健全完善考评人员遴
选机制，优化考评人员组成结构。加
强考试组织规范管理，严防考试舞弊。

不少艺术教育工作者认为，扩大
省考覆盖面，缩小校考范围，是规范艺
考，促进其公平性和科学性的有力举
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
说，自2010年省级统考大规模推行以
来，统考在规范艺考、形成判断、节约
成本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东北育才悲鸿美术学校高一年级
新生家长于鹤认为，改进考试方式后，
可以减少学生去外地考试的次数，为
考生和家长减轻了很大负担。

对于一些高水平的专业艺术院
校，校考仍不可或缺。鲁晓波说，省考
与校考绝非对立，而是互为补充、各有
所长。前者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艺考
在全国范围内的标准化，从教育的角
度平衡区域发展。后者则保证了人才
录取的多元化。

提高文化课成绩：
扭转“重专业轻文化”倾向

“学习不好才去艺考”“三四百分
就能上一本”……长期以来，由于高校
对艺考生的文化成绩要求相对较低，
同时很多艺考生将大量精力投入专业
课而忽视文化课的学习，使得一些人
把艺考生和“易考生”等同起来，甚至
部分家长和考生以此作为“升学捷
径”，感觉学习成绩不行了才突击学习
并报考相关专业。

意见明确提出了提高文化成绩要
求。要求各省（区、市）在现有文化课
成绩要求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划
定、逐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高考文化
课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在分类考试分类录取中，也特别强
调了对文化课成绩的要求。如对艺术
史论、戏剧影视文学等高校艺术类专
业，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参
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使用
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考试成绩的艺
术类专业，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

级统考成绩均达到所在省（区、市）艺术
类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基础上，依
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
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平行志
愿择优录取，其中高考文化课成绩所占
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

“这对考生和家长是一个提醒，是
因为文化课不好才来选择，还是真正
热爱这个专业，需要学生和家长作出
更慎重的选择。”王海玲说，“艺术和文
化是相辅相成的，从长远来看，能持续
发展较好的，一定是文化课和专业课
都好的学生。学校在下一步的培养
中，将更加注重文化课和专业课并重，
系统分类推进，结合学生实际，设置科
学备考方案，为不同需要的学生进行
提升。”

鲁晓波认为，“艺术，是与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并举的学科。任何一个
方面是短板，都会造成‘木桶效应’。”

(新华社北京电)

艺考非“易考”，艺考新规带来哪些变化?
新华社记者 胡浩 郑天虹 王莹

本报讯 （通讯员 周艳婷）
为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监管，近日，郁南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县教育局开展
全县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
查，确保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饮
食安全。

此次检查充分结合目前疫情
防控形势，围绕食品安全隐患点，
对全县104家学校、幼儿园食堂进
行全覆盖检查，一是查人员配备及
健康管理。重点检查食堂是否按
照要求配备食品安全管理员，从业
人员是否持有有效健康证明，是否
做好岗前健康检查以及岗前培
训。二是查内外环境卫生。着重
对学校食堂食品库房及其他阴暗
潮湿等区域、加工操作场所消杀
通风等方面进行检查，要求食堂

必须确保场所符合卫生要求。三
是查设备设施。要求食堂必须确
保“三防”设备齐全，冷藏冷冻柜、
消毒柜、留样柜、消毒灯能够正常
运行，配备生熟食容器、垃圾桶
等。四是查库存食品情况和新进
食材索证索票情况。重点检查库
存食材是否变质或者超过保质
期，新进的食材来源是否合法、索
证索票是否齐全等情况，确保原
材料使用安全。

截至目前，共检查学校食堂、
幼儿园食堂 67家。检查过程中，
对个别校园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作
出整改意见，并发出《监督意见书》
要求立即整改，同时要求学校强化
校园食堂食品安全日常管理，切实
加强自查，严把食品质量关，严密
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郁南县开展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确保师生身体健康和饮食安全

本报讯（记者 罗强 特约
记者 叶锦生）走在郁南县实验
中学校园，文明气息非常浓郁，
道路旁的文明校园宣传专栏、
党建宣传阵地、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宣传墙等景观，都能
让人深深感受到这些文化的内
涵。近年来，该校积极开展文
明校园创建，将“君子文化”打
造成具有学校办学特色的校园
文化内涵，以实际行动践行文
明新风尚，让文明之花开遍校

园，今年 8月，该校还被评为“广
东省文明校园先进学校”。

据介绍，该校会定期组织
开展学雷锋、主题教育实践、

“禁毒防艾，花样青春”、《民法
典》进校园、法制教育课等活
动，不断强化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为学子“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此外，该校还有一面
主题墙，叫爱国主义教育拓展
培训基地，该基地有力地培养
了学生爱国、文明的风尚。当
前，该校文化内涵已形成廉洁
园、国学厅、爱国墙、励志路、地
理园五大篇章，并将这些融入
整个校园设计，采用点、线、面
相结合的方式，确立以“莲”为
依托的“君子文化”为学校校园
文化特色建设，以培育学生的
浩然正气。

“君子文化”之花开遍校园
郁南县实验中学积极创建文明校园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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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黎立艺）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云浮云安支
行联合市公安局云安分局在云
安区南乡中学开展“金融知识进
校园”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学
生安全防范意识，维护广大学生
切身利益。

活动中，师生们共同观看了
反走私、反洗钱等警示教育视
频。随后，工作人员围绕网贷、
刷单返利、电信诈骗、虚假购物
诈骗、以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为由进行诈骗、冒充电商物

流客服诈骗、网络游戏虚假交
易等典型案件向师生们介绍防
范金融诈骗的方法，深入剖析
诈骗套路。期间还举行了有奖
问答。

学生们纷纷表示，通过活
动，增强了对“校园贷”“套路贷”
的辨识能力，懂得了要树立正
确、科学的消费观、金钱观，自觉
抵制冲动消费、过度消费、从众
消费。今后，将把学到的知识运
用到生活中，有效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走进南乡中学

增强学生安全防范意识

本报讯（记者 游思明）“真的
很感谢热心校友对学校建设的支
持。”近日，云城区安塘中学教师
宿舍楼 25台空调全部安装调试
完成，为该校教师送来了清凉。

据了解，多年来，安塘中学在
上级主管部门和各位热心校友、
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学
校育人环境与办学水平不断提
升。但是教师生活条件十分艰
苦，教师宿舍拥挤简陋，特别是到
夏季，如同蒸笼一般，给教师的教
学和学习带来极大的困扰。为使
教师安教乐教，充分发挥教师的
工作积极性，该校计划安装空调
25台约 6万元，用以改善教师的
生活居住条件。得知这一消息，
安塘中学 91届同学会代表立刻

联系校方，表示愿意尽所能提供
帮助并发动校友和热心人士积极
为教师宿舍安装空调筹款。经过
短短几天时间便筹齐空调所需款
项，并安装完毕，切实改善了教师
的住宿环境。

安塘中学负责人表示，这次
捐赠活动，对正在阔步发展的安
塘中学来说，不仅是物质上的帮
助，更是精神上的鼓舞。今后将
大力加强学校的管理，把该校办
成社会满意、家长放心、学生成才
的学校，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社
会。参与捐赠的校友也纷纷表
示，今后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学校
的发展，激励学弟学妹们加倍勤
奋学习，将来做个对社会有贡献
的人。

爱心捐赠 情满校园
热心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向安塘中学捐赠空调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