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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微风和煦暖，雷锋精神传遍处州
大地。三月是学习雷锋月，连日来，丽水
传媒小记者工作室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学习雷锋精神”系列活动，用实际行动
浸润小记者心灵，激励小记者争做新时代
好少年，让雷锋精神外化于行，内化于心。

小记者变身“小老板”
两小时义卖善款2459元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爱心义卖活动
开始啦，十元选三样，随便挑，随便选，还
送一支棒棒糖！”3月 5日上午，由丽水传
媒小记者工作室联合丽水市图书馆组织
的“学习雷锋精神”爱心集市义卖活动在
市图书馆广场举行。

活动中，百余位小记者组成 16 支爱
心小队，他们捐出自己的书籍、玩具、文具
等物品用于爱心义卖。同时，部分小记者
和家长自制了卤味、饮品等带到现场义
卖，大家用实际行动，帮助困难残疾儿童。

早上 8时 45分，不少小记者和家长就
来到现场。“我们小队成员报名成功后就
开始组建活动群了，大家商量着拿哪些东
西过来义卖。在雷锋日当天让小朋友参
与这样献爱心的实践活动，很有意义。”莲
都区刘英小学小记者蔡沛玲的家长说。

随着工作人员安排好现场，各个爱心
小队的成员也都陆续到位。铺地垫、摆桌
子、挂海报、摆物品……小记者和家长精
心布置着自己的摊位，现场一片繁忙。

只见摊位上义卖的商品有文具、书
籍、玩具、饮品、零食等，这些都是小记者

自己带来的。摆好摊位后，小记者纷纷开
始吆喝义卖。

“过来看一看，瞧一瞧，我们的爱心小
铺设立了套圈，10元 10个圈，套中的礼物
就给你噢！”在莲都外国语学校 206 班的
爱心小队摊位上，小记者郑好拿着小喇
叭，热情地向路过的人们介绍他们的特色
活动。记者在他们摆放的套圈物品中看
到有玩偶、AD钙奶等，不少市民和小朋友
都参与了套圈活动。

莲都外国语学校 412 中队将爱心摊
位设计成“小松树”小卖部，小记者们不仅
在自己的摊位前叫卖，还拿着物品边走边
卖，向路过的市民推销自己的商品。

如此有爱的义卖，也感染了来往的市
民，他们穿梭于各个摊位“淘宝”，义卖所
得善款不断增多。

家住市区玫瑰家园小区的陆奶奶带
着孙子来图书馆借书，看到门口摆着各种
各样的地摊后便开始“淘宝”起来。“这样
的活动很有意义，让孙子也感受一下，买
一些书本给他看看。”陆奶奶一边说，一边
带着孙子在各个摊位前逛。

活动现场，孩子们不断地推销着自己
的产品，从最初的害羞到勇敢，他们在活
动中不断成长，收获满满，小记者胡俊毅
说：“通过这次活动我知道了赚钱不容易，
今后在花钱上会更节省一些。”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努力，爱心集市义
卖学雷锋专场活动圆满结束。收拾好摊
位，各小队便统计起义卖所得的善款，所
有义卖善款共计 2459元，其中，莲都外国
语学校 410 中队的小记者义卖所得的善

款最高。
加上之前，莲都区城北小学、刘英小

学、大洋路小学教育集团大洋路校区等各
个学校小记者义卖活动的善款已累计达
1.7 万余元，这些钱将全部用于帮助残疾
儿童。

情暖残疾儿童
小记者送出礼物和快乐

“小朋友，这是哥哥姐姐给你们送的
礼物，有书籍、玩具。”“谢谢，谢谢。”这是
3月 5日下午，记者在市区灯塔小区一户
残疾儿童家里看到的一幕，市残联康复医
院的工作人员向残疾儿童及家长说明此
次来意后，残疾儿童在妈妈的带领下表达
着感谢。

当天，20余位丽水传媒小记者参加了
“学雷锋献爱心 关爱残疾儿童”主题活
动，他们分四组实地走访了 12 户残疾儿
童家庭。这 12 位残疾儿童中有智力残
疾、肢体残疾、听障困难、孤独症等病患，
其中也有部分家庭存在多个孩子残疾的
情况，他们常年需要到残联康复医院进行
治疗。

来自缙云的奕辰（化名）今年 7岁，是
个自闭症儿童，每周都要进行康复治疗，
一家人租住市残联康复医院对面的弄和
新村，家中还有一个肢体残疾的哥哥，父
母两人为了帮助孩子恢复健康，每天不辞
辛劳地奔波着。

“小小蜡笔穿花衣，红黄蓝绿多美丽，
小朋友们多么欢喜，画个图画比一比，画

小鸟飞在蓝天里……”现场，来自莲都区
城北小学 303 班的小记者为奕辰送去了
大米、食用油、牛奶、纸巾等礼物，并演唱
了歌曲《祖国祖国我们爱你》，祝愿奕辰早
日康复。听到哥哥姐姐的歌声后，小奕辰
也开心地鼓起了掌。

当天，20余位小记者和家长分组走进
每一户残疾儿童家中，将自己精心准备的
礼物送给残疾儿童，市残联康复医院的志
愿者也为残疾儿童带去了正确的康复观
念，引导家长们更好地尊重和接纳孩子，
用科学的方法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在雷锋日参加这样的活动很值得，
看到这些残疾的小朋友遭遇病痛我很心
痛，今后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小记者江欣
语活动后颇有感慨地说。

此外，丽水传媒小记者工作室和丽水
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还将之前组织开展
的“爱心集市义卖”活动中所得善款捐赠
给每一户残疾儿童，传递着所有小记者的
温暖，并以此呼吁社会各界给予残疾儿童
更多的关爱，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将先前爱心集市义卖所得的善款捐
赠给残疾儿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小记
者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雷锋精神一代
代传承下去，这是我们组织开展此次活动
的使命担当。”丽水市图书馆副书记李文
琛参加此次活动后感触颇深，他希望通过
这样的活动，引导未成年人争做新时代好
少年，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
的光芒，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青少
年力量。 记者 吕恺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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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小记者们在市图书馆广场参加爱心集市义卖。

小记者将爱心义卖款和礼物送给残疾儿童。

我省发布艺考新政，考试科类有变化

有网友问：想走艺考路的学生还“易考”吗？
■本报记者 吕恺 通讯员 俞润

日前，艺术类本科招生考试落下帷幕，浙
江省教育厅发布了艺考实施方案，艺考再次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艺考政策的调整，会
对现阶段的艺考生有影响吗？今后想走艺考
路的学生该怎么选择呢？艺考还相对容易
吗？日前，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上个月，浙江省教育厅印发了《浙江省进一步完
善和加强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中提到，
根据教育部有关要求，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改革从
2024年高考招生录取时实施，基本形成以统一高考为
基础、省级专业考试（下称省级统考）为主体，依据高
考文化成绩、专业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校艺术类专业考
试招生制度。

其中，将现有的 8个省级统考科类调整为教育部
规定的 6个省级统考科类（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
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其中，表
（导）演类在影视表演类、时装表演类的基础上整合，
书法类为新增科类。

同时，明确艺术史论、艺术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技术等 8个艺术类专业不再组织专业考试，直接
依据高考文化课成绩择优录取。安排校考的专业，考
生文化课成绩原则上达到浙江普通类一段线。现行
政策中舞蹈类、时装表演类、影视表演类文化课成绩
占比为 40%，改革后，新舞蹈类、表（导）演类的相应文
化课成绩占比调整为 50%；其余科类占比不变。

记者了解到，不止浙江，上海、江苏、福建、湖北等
省份也对艺考招生方案作出调整，艺术类考生文化课
成绩要求提高是近年来的大趋势。早在 2021年，教育
部在印发的文件中就明确提出，2024年起，使用省统考
成绩作为专业考试成绩的艺术类专业，在高考文化课
成绩与统考成绩“双达线”的基础上，依据文化课成绩
和统考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平行志愿择优
录取，其中文化课成绩所占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

艺考新政
提高文化成绩是大势所趋

艺考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在艺考中，美术考生
的人数最多，每年的考生人数占到艺考生群体的
一半。上周，“三位一体”和高职提前招生现场公
益咨询会在丽水学院举行，不少考生来到现场询
问相关招考政策。

“老师，我在省美术统考中考了 78分，能报考
贵校‘三位一体’的艺术设计专业吗？”来自丽水市
文元高级中学的应届考生小伊向浙江师范大学的
招生老师进行询问，老师耐心回答她的各种疑问，
并说明学校往届“三位一体”大致的考试内容。小
伊听后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我统考的成绩并不理
想，现在只能通过一些大学的校考来争取最后上

本科学校的机会了。”小伊说，因为文化课成绩不
理想，从去年暑假开始，她决定走美术艺考之路，
弥补文化课成绩的不足。

于是，小伊报了一个艺考培训班，通过系统性、
封闭式的训练来提高美术专业水平。“我小时候有
学过画画，但没有坚持学，艺考也是突击性地集中
培训，现在的统考更加灵活了，所以在考试中发挥
不好，也没有达到自己的最佳成绩。”小伊说，为了
艺考，她前后花了近十万元，接下去，只能希望在校
考中考出好成绩，然后努力提升文化课成绩。

记者采访了解到，和小伊一样，有不少在统考
成绩不理想的美术考生也报了校考，并且报考院校

数量比较多。“统考成绩不理想，文化课成绩也没优
势，很难考入理想的综合性高校，只好通过校考来
搏一搏，尽可能拿到更多院校的入场券，为之后的
志愿填报留更多的空间。”考生小刘介绍，他报考的
院校数量有 5所，除了八大美院中的部分学校，还
有一些高职类的美术院校。

除了美术类考生外，音乐、舞蹈类艺考生近期
也都在为校考做准备。此外，并不是所有统考成
绩优异的艺术考生都会报名校考。采访中，记者
注意到有部分统考成绩不错的学生，也想去一所
综合性大学就读，他们已在准备高考文化课的考
试了。

艺考学生 想走捷径越来越难了

艺考新政的出台，让艺考不再“易考”，艺考生
该何去何从呢？

“艺考政策的调整，部分类别提高文化课成绩
的比重，主要是为了刷掉一些文化课成绩差而且
专业水平也不太行的考生，让一些高考想走捷径
的考生变得更加困难。”丽水第二高级中学美术教
研组组长徐章明说，高考本身就是一次选拔，只有
德才兼备、符合时代需求的考生才是各高校需要
的人。

徐章明介绍，像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省级统考，
以前素描、色彩、速写三科分数按一定比例折算，总

分 100分，改革后总分 300分，各占 100分。原先占
总分五分之一的速写提高至占三分之一，而且考试
要求更高了，考生需针对文字命题、图像素材进行
创作，而非最初的采写、默写和临写图片。

“这样的调整对考生的能力要求更高了，需要
考生更加注重平时的积累，考察考生更加全面的生
活实际、艺术鉴赏和创新思维能力，而不是一味地

‘应试’教育，速成的培训是很难达到新的艺考标
准。”徐老师说，艺考政策的调整是对艺术人才培养
的重新审视和思考，也让考生和家长有了重新认识
艺考和自己的机会。

那今后想走艺考路的考生和家长该怎么选择
呢？“大家得从自己出发，寻找自己的热爱，不要盲
目选择艺考，如果确定了艺考方向就要坚持下去，
摆正心态，在注重专业水平的同时也要兼顾文化
成绩，文化和艺术是相融的，只有两者都打好基础
才能达到艺考真正的要求。”徐老师说，各位家长
和考生也不必过于担心艺考政策的调整对于自己
未来的选择，只要综合分析，全面思考，扬长避短，
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都有可能增加考入理想高
校的机会。

艺考老师 文化水平和专业成绩缺一不可

@保俊：艺考政策的调整正是要选拔有真正
艺术天赋和才艺并热爱艺术的学生，要防止文化
生为文凭而突击侵占热爱艺术学生的名额。

@阿开丸啸：全国一盘棋了，提高艺术类招
生的文化课要求对艺术行业发展是好事。希望艺
考少一些投机，真正选拔出有天赋有热爱的人
才。

@Saga：艺考生还是很辛苦的，近年来对他

们的文化课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这是大势所趋，
加油，艺考生们！

@山：有文化才能读懂剧本，读懂歌词。有
文化才能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有文化才值得粉
丝追捧。

@孺子牛：我省艺考招生方案公布，旨在培
养有兴趣、有特长、有发展潜力的艺考生，并进行
深造，使之成为社会需求的新型复合型人材。

网友观点 要选拔出有天赋真热爱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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