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湖南省艺术类专业统考将于明年1月3日
正式开考。12月19日，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正式
在网上公布《湖南省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
类专业招生工作实施办法》(下称《办法》)，我省
明年艺考招生录取办法将有大调整。

部分提前批院校调整至二批
根据《办法》，将省外公办二本院校由本科

提前批调整到本科二批。提前批招录只安排独
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和参照此类院校招生办
法执行的院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以及所有在
湘招生一本院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 调整后，
提前批艺术类专业招生院校数将大大减少，
250余所省外公办二本院校全部由提前批调整
到本科二批录取。本科二批艺术类专业招生院
校将增加到360余所。

第一志愿可填10个学校
目前， 我省提前批艺术类专业招生只有2

个顺序志愿。部分考生如未被录取，会直接掉
到本科二批、三批甚至专科批次。

《办法》提出，调整本科提前批志愿结构。
将艺术类专业招生本科提前批2个顺序志愿中
的第一志愿由1个学校志愿改为10个学校志愿;
其中，10个学校志愿中的第一顺序位置志愿，
既可以填报按学校要求不参与我省平行志愿
统一投档的院校，又可以填报使用我省统一投
档排序规则并参与平行志愿投档的院校;同时，
在第二至第十顺序位置志愿中， 还可以填报9
所使用我省统一投档排序规则且参与平行志
愿投档的院校。

同时，调整艺术类专业招生本科提前批第
一志愿的投档办法。投档分两步走。第一步，对
按学校要求不参与我省平行志愿投档的院校

志愿进行投档。第二步，将上述未投档考生的
剩余9个学校志愿与其他考生的10个学校志愿
合在一起，按我省统一排序规则进行平行志愿
投档。艺术类专业招生本科二批志愿结构及投
档方法的调整也参照上述提前批的调整办法。

录取分数线调整为我省统一划定
目前，我省提前批招生院校的录取分数线

为“文化线不低于我省二本线的65%、专业线学
校自主划定”。但由于调整了志愿结构，将顺序
志愿变为了平行志愿，在投档时必须按统一划
定的分数线来执行。因此，《办法》提出，调整使
用统一排序规则院校的投档录取分数线。将参
与平行志愿统一投档的院校中的部属和外省
属公办院校的录取分数线调整为“执行我省统
一划定的文化线和专业线”， 使其与我省本科
院校和本科二批中的省外民办本科院校的录
取分数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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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易禹
琳）昨天上午，国内首家广播人工智能
实验室在长沙揭牌。湖南广播电视台广
播传媒中心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携手共建“AI+广播新技术”研发应用平
台，双方希望通过共同研发AI技术在音
频传播领域中的新应用，改造广播传统
生产模式，探索新兴业态，让新技术为
广播发展赋能。

记者在现场看到，主持人在台上讲
话，文字同时在大屏幕上显示；而对着
电视屏幕发号施令，马上出现你想要看
的节目，这就是应用了科大讯飞的语音
即时转换为文字的新技术。据悉，科大
讯飞是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
创新平台，此次与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
传媒中心的合作，也是看中湖南广电在

内容创新上持续领先。双方以“AI+广播
新技术”联合实验室为平台，将融合各
自在内容、技术、渠道、运营等方面的优
势， 着重在两个方面给广播带来改变。
一是改变广播内容人工制作的方式，利
用人工智能对所有文字内容进行重组
播出，方便快捷；二是改变收音机收听
广播的方式， 人们可以通过智能音箱、
智能电视来收听， 并便捷地双向互动，
人工智能根据你的需求和喜好，精准提
供你喜欢的节目。

“听”和“说”的场景模式在发生深
刻变化。据悉，联合实验室未来主要方
向是在新技术和大数据环境下，对人工
智能在音频传播领域的应用研究和广
播运营模式研究，加快成果应用，成为
业内领先的广播新技术平台。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通讯员 屈晓军 记
者 左丹）今天下午，长沙师范学院举行本学期
第二次全校公开课，主讲者是该校外语系教师
曾婷。12月初， 曾婷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2017
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总决赛，在22位

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亚军。据悉，这是历年来
湖南省高校教师所获该项赛事的最高奖。

曾婷毕业于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年
来到长沙师范学院外语系， 任教综合英语、商
务英语、英语口译以及中西文化对比等多门课

程。 2016年曾婷夺得了湖南省教师信息化教
学竞赛的一等奖。今年又获得湖南省普通高校
教师信息化教学竞赛一等奖，8月，她以成都分
赛区冠军的身份，跻身2017年外研社“教学之
星”大赛全国总决赛，并最终获得亚军。

据悉，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
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等单位共同举办，是面
向全国高等院校英语教师的大型公益赛事。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陈薇）
今天， 来自湖南省摄影家协会“青苗计
划” 的摄影师们来到长沙市雨花区圭白
路小学进行现场教学辅导。现场，摄影师
们和参与活动的孩子们快乐互动， 不仅
通过摄影讲座介绍了摄影的基本知识、
理论和优秀作品， 还与孩子们一起进行
同主题拍摄， 让他们在实拍中更好地体
会摄影之美。

本次展示活动引入了“声光电”与多
媒体设备作为展示手段， 营造出了良好
的视觉体验，让孩子们大呼过瘾。现场，
摄影师们还运用VR摄影技术， 对活动进
行了720度全景式拍摄。

湖南摄协“青苗计划”负责人刘斌
透露，今天是“小小摄影师，快乐摄影
娃”湖南省摄影家协会“青苗计划”进校
园活动开展的首场活动。今后，湖南摄
协“青苗计划”的摄影师们将不定期开
展摄影进校园活动，教孩子们用镜头探
寻身边的美。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通讯员 谢
昕婷 记者 龙文泱） 应法国昂布瓦兹-
图尔尚布莱农业与葡萄酒学院邀请，12
月4日至18日， 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
护传承中心国家一级演员彭泽科和舞
美制作吴妮前往法国图尔市，向该校学
生传授皮影艺术的制作和表演技艺。

此前，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
心与法国甜蜜忆古乐团合作创作了皮
影音乐剧《熊猫成长记》，今年10月在巴
黎成功完成在法国的首演。湖南皮影戏
给法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昂布瓦兹-图尔尚布莱农业与葡萄
酒学院院长观看演出后，邀请省木偶皮
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到该校进行皮影
戏的教学与交流。

在为期半个月的交流活动中，32个
法国学生分为制作和表演两个组，向两

位老师学习湖南皮影艺术。彭泽科向学
生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皮影艺术的起源、
湖南皮影的制作工艺与皮影表演特色，
并教学生们演绎湖南皮影戏经典剧目
《两朋友》。吴妮给大家现场演示了皮影
的制作过程，从简单的小动物到略微复
杂的熊猫、猴子，再到具有中国少数民
族特色的苗族人物。 学生们认真学习，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亲手制作好皮影后，学生们分组编
写剧本， 根据剧本进行皮影戏创排。在
最后的汇报演出中，学生们表演了湖南
皮影戏经典剧目《两朋友》和自编自导
自演的6个皮影戏小节目， 获得了中法
观众的好评。

这次教学交流活动在当地引起了
强烈的反响。图尔市政府国际关系外事
合作部的官员接见了两位老师。

湖南皮影戏走进法国校园
省摄影家协会“青苗计划”“开锣”

摄影大咖手把手教萌娃

国内首家广播人工智能实验室
在长沙成立

长沙师院教师获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亚军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刘琳）“这次我被学校评为先进
个人，奖品是书不是钱。”19日，湖南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颜志勇
老师告诉记者，学校以购买书籍这种形
式兑现表彰奖励很新颖， 也很有意义，
专业和典籍类书籍不仅仅可以自己学
习，还可以拿给班级的学生阅读，开阔
眼界、丰富知识。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今年实
施学习型部门建设工作规划，首批评
选出38名先进个人，奖励方式为1000
元书籍购置费，老师们可自行在网上

或者书店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可购
置的图书种类包括经典名著、成功励
志、政治经济法律、专业书籍等多种
类别。此次奖励也直接惠及到受表彰
者身边的师生，经贸学院的获奖教师
就把奖励的书籍全部放到教研室共
享。

“一个没有阅读的校园永远不可能
成就真正的教育，而良好的阅读习惯养
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学校变经费奖励为
书籍奖励， 就是希望广大师生善读书、
多读书、读好书，不断提升综合素养。”
湖南机电职院院长杨翠明说。

先进个人不奖钱奖书

我省明年艺术类招生政策将有重大调整

第一志愿可填10个学校

12月19日，学生在欣赏摄影作品。当天，“小小摄影师，快乐摄影娃”湖南省摄影家协会“青苗
计划”进校园活动，在长沙市雨花区圭白路小学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