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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12 月 29 日，湖南省教育厅正式发布了
《湖南省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文化考试安排
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是湖南省高考
综合改革的落地方案。针对考生和家长的25
个疑问，湖南日报记者特邀省教育厅相关负
责人作权威解答。

考试科目、时间、总分构成
均有变化

1.2021 年全国统一考试科目有哪些？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选考科目有哪些？

自 2021 年起，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包括
全国统一考试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
考试。

全国统一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 3
科，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考生可以从英语、
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6个语种中
任选 1 个语种参加考试，每个语种均由听力
和笔试两部分组成。全国统一考试科目由教
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考科目包括物理、
历史、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 6 科，考生
在物理、历史 2科中选择 1科为首选科目，在
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 4 科中选择 2 科
为再选科目。高中学业水平选考科目由我省
统一命题。

2．考试时间如何安排？
考试时间安排在6月7日至9日。语文科

目考试时长为150分钟，数学、外语科目考试
时长均为120分钟。

6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考科目每科考
试时长调整为75分钟，再选科目一天之内考
完。各科目具体考试安排为：6月 8日 9:00－
10:15 物理/历史，6 月 9 日 8:30－9:45 化学、
11:00－12:15地理、14:30－15:45思想政治、
17:00－18:15生物。（全国统一考试科目时间
安排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如有调整，我省学
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的考试时间安排相应
调整）

3．高考考生报考科类有什么变化？
全国统一高考不再分文理科，按考生首

选科目的不同分为物理科目组合和历史科目
组合2个类别。

4．高考文化总分是如何构成的？
考生高考文化总成绩由全国统一高考的

语文、数学、外语 3科成绩和考生选择的 3科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组
成，满分为750分。

全国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 3 科，
每科满分为150分，共450分，各科均以原始
分计入考生总成绩。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选择性考试的6门科
目，每科满分为100分，共300分。其中，首选
科目（物理、历史）以原始分计入考生总成绩，
再选科目（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以等
级分计入考生总成绩。

5．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选择性考试的再选
科目成绩的等级分是如何转换的？

等级分是按统一规则，由原始分进行等
级划定后，再由等级转换而来的分数。

再选科目每科原始分满分为 100 分，转
换时以30分作为等级转换的赋分起点，满分
100分。首先，将每门选择考再选科目考生的
原始分从高到低划分为 A、B、C、D、E 共 5个
等级，各等级人数所占比例分别约为 15％、
35％、35％、13％和 2％，从而将考生的原始
分转换成了等级。然后，将A至E等级内的考
生原始分，依照等比例转换原则，分别转换到
100-86、85-71、70-56、55-41 和 40-30 分
5个分数区间，得到考生的等级分。转换基数
为实际参加该科目选择考取得有效成绩的考
生数。等级分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的规则
以整数呈现。

计划编制、招生批次与划线
办法有变化

6.2021年招生计划是如何编制的？
（1）2021 年起，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普通

类、艺术类、体育类招生计划均按照物理科目
组合、历史科目组合分类编制、分类公布。

（2）在湘招生高校编制招生计划时，按照
“院校专业组”或“院校+专业”的模式编制，
其中采用平行志愿投档的招生计划按“院校

专业组”模式编制。其他不采用平行志愿投档
的招生计划按传统的“院校+专业”模式编
制，其选科要求在专业中注明。

（3）定向计划、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
计划、预科班、民族班等单独设置院校专业
组。普通类计划中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原则
上单独设置院校专业组。

7.2021年招生录取批次是如何设置的？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分为普通类、艺

术类、体育类，按类别分批次进行录取。
（1）普通类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专

科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4个批次。
本科提前批为原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招生

的普通类院校专业，包括军事、公安、司法等
院校及其他需要体检、面试或签订协议的院
校专业；经教育部同意的其他院校专业等。

本科批包括未列入本科提前批的普通类
本科专业，含非定向计划、定向计划、国家专
项计划与地方专项计划、民族班计划、预科班
计划以及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高校
专项计划等招生专业。

专科提前批包括定向培养士官院校（专
业）、公安政法类院校（专业）、需要面试的乘
务类专业、航海类专业等高职专科院校（专
业），以及各类特岗人员招生的高职专科专
业。

高职专科批包括未列入专科提前批的普
通类高职专科专业。

（2）艺术类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和高
职专科批3个批次。

本科提前批包括原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招
生的艺术类院校（专业）。本科批包括原安排
在本科二批和本科三批招生的艺术类院校

（专业）。高职专科批包括原安排在专科提前
批和高职专科批招生的艺术类院校（专业）。

（3）体育类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专
科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4个批次。

本科提前批为公费师范生招生的体育类
本科专业。本科批包括未列入本科提前批的
体育类本科专业。专科提前批为定向培养
士官招生的体育类高职专科专业。高职专
科批包括未列入专科提前批的体育类高职
专科专业。

8．合并本科批次是基于什么考虑？
合并本科批次，体现了国家改革的总体

方向，能够更好满足高校、考生及社会的发展
需要。

从高校的角度考虑。有利于更好地发挥
高校办学主体作用，激励高校注重内涵发展，
发挥自身优势，专注特色专业人才培养，进而
提升高校办学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从考生的角度考虑。有利于进一步增加
考生选择范围，引导考生结合个人志向、学科
兴趣、个性特长，更为理性地选择自己比较心
仪和向往的学校和专业，促进考生健康成才
成长。

从高中的角度考虑。有利于高中学校破
除盲目追求“一本升学率”，促进高中学校更
好地立足校情，明确定位，创建校本特色。

从社会的角度考虑。有利于扭转简单用
录取批次评价不同类型高校的片面导向，有
利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平等就业，推动高等教
育公平发展。

9．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录取
控制分数线是如何划定的？

省招委会根据招生高校在我省安排的招
生计划数、生源情况、考生成绩等因素，分科
目组合和相应类别，综合考虑确定各批次录
取控制分数线。

（1）普通类和体育类。根据考生成绩、普
通类招生计划数和生源情况，按一定比例
划定相应类别的本科、高职专科录取控制
分数线。

（2）艺术类。按平行志愿投档的本、专科
文化控制分数线分别以普通类本、专科控制
分数线为参照，按教育部和我省有关规定的
要求划定，专业控制分数线，根据招生计划和
各类别考生成绩分布，按一定比例划定；不按
平行志愿投档的专业，其文化录取控制分数
线由高校依据教育部和我省有关规定确定，
但不得低于我省划定的平行志愿文化控制分
数线中的最低线，专业控制分数线由高校确
定，但不得低于我省划定的专业统考合格资
格线。经教育部批准可自主划定高考文化成
绩录取控制分数线的高校，文化录取控制分

数线由高校自行确定。
10．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参考分数线

是如何划定的，有什么作用？
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参考分数线，是

按照普通类（分物理、历史科目组合）本科招
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划定，主要是作为强基
计划、高校专项计划、高水平艺术团等特殊类
型院校（专业）以及其他有相应文化要求的院
校（专业）招生录取的参考。

志愿单位、志愿数量和填报
有变化

11.2021 年在志愿设置和填报方面有
哪些主要变化？

与改革前相比，志愿单位、志愿数量和填
报要求均发生了变化。

（1）志愿单位。改革前以“院校”为志愿填
报单位，1所院校即为1个志愿。改革后，采用
平行志愿投档的，以“院校专业组”为志愿填
报单位，1个院校专业组即为1个志愿，按“院
校专业组”的方式进行志愿填报。

（2）志愿数量。增加平行志愿数量。改革
前平行志愿设置 10 个院校志愿，改革后，普
通类本科批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
其他批次采用平行志愿投档的，均设置30个
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征集志愿设置与相应
批次志愿设置一致。

（3）填报要求。改革后，考生填报志愿时，
考生的选考科目须符合拟填报院校及其专业
的选考科目要求，其中，选考物理的考生只能
填报物理科目组合下的院校和专业，选考历
史的考生只能填报历史科目组合下的院校和
专业。

12．如何理解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模式？
平行志愿填报与投档采用院校专业组模

式。院校专业组指的是某一高校对考生选考
科目要求相同的专业的组合。一所院校可设
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
内可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同一院校专业组
内各专业对考生的选考科目要求相同。同一
院校选考科目要求相同的专业也可分设在不
同的院校专业组中，选考科目要求不同的专
业须分别设置院校专业组。高校招生计划总
额原则上须编制到院校专业组（或院校）内各
专业；可不编制分省计划的特殊类型招生，其
计划编制按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

例：“A 大学专业组 4”选考科目要求为
首选科目物理、再选科目不限，包括通信工程
等若干专业；“A 大学专业组 5”选考科目要
求为首选科目物理、再选科目化学或生物，包
括临床医学等若干专业。如考生拟报考 A 大
学通信工程和临床医学 2 个专业，则应填报

“A大学专业组4”和“A大学专业组5”2个院
校专业组志愿，并分别在 2 个院校专业组中
填报通信工程、临床医学专业志愿。

13．各批次志愿是怎样设置的？
志愿填报与投档以院校或院校专业组作

为基本单位，每个院校或院校专业组志愿下
设 6 个专业志愿和 1 个“专业服从”志愿。投
档录取按专业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
类3个类。

（1）普通类。本科提前批设平行志愿和单
个志愿。军事院校采用平行志愿，设置 30 个
院校专业组志愿；其余的院校采用单个志愿，
设1个院校志愿。

本科批设特殊类型志愿和普通志愿。普
通志愿采用平行志愿，设45个院校专业组志
愿；特殊类型志愿采用单个志愿，即1个院校
志愿。

专科提前批设平行志愿和单个志愿。定
向培养士官招生采用平行志愿，设30个院校
专业组志愿；其余的院校招生采用单个志愿，
即1个院校志愿。

高职专科批设置 30 个院校专业组的平
行志愿。

（2）艺术类。本科提前批和本科批分别设
置 30 个志愿。其中，第 1 顺序位置既可选择
平行组中的院校专业组填报，也可选择非平
行组中的院校填报；第 2至第 30顺序位置只
能选择平行组中的院校专业组填报。

高职专科批设置 30 个院校专业组的平
行志愿。

（3）体育类。本科提前批设置 1 个院校
志愿。

本科批、专科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分别

设置30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
14．高水平艺术团、高校专项计划、高水平

运动队、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定向
计划、预科班、民族班等如何填报志愿？

（1）普通类本科批设置特殊类型志愿，高
水平艺术团、高校专项计划、高水平运动队招
生在特殊类型志愿中填报。经考试（核）合格
并经公示的入围考生方可填报。

（2）报考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
定向计划、预科班、民族班的考生必须具备相
应报考资格且达到相应的分数要求。考生可
将上述志愿与本科批非定向志愿一并填报。

15．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可以填报普通类
专业吗？

艺术体育类考生可以按文化成绩填报普
通类专业。但在同一次填报时，只能从普通
类、艺术类或体育类中选择一类填报。

16．考生填报志愿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考生要认真做好填报志愿的准备工作，

仔细阅读拟报考高校的招生章程和我省招生
计划专刊等，了解有关招生政策和要求，根据
自己的成绩、志向、体检结论等，特别是要根
据高校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慎重报考。省
教育考试院将开发专门的信息系统，提供招
生院校专业选科要求等信息查询、志愿预填
报等服务，帮助考生进行志愿填报。

17．志愿填报时，考生选考科目应如何
对应高校招生专业选考范围要求?

2021 年高校招生计划按物理科目组合
和历史科目组合分别编制和公布。招生计划
中含招生院校、院校所设院校专业组、院校专
业组所涵盖的专业以及专业组对选考科目的
要求。

考生填报志愿时，必须先了解拟报考院
校的招生计划和选考科目要求等条件，再填
报符合条件的院校专业组志愿。

例 1:某高校某专业首选科目要求为“历
史”,再选科目未提要求,则表示考生首选科目
只要为历史,就可报考该专业。

例 2:某高校某专业的首选科目要求为
“物理”,再选科目要求为“化学或地理”,则表
示考生首选科目必须为物理,再选科目中选
择化学或地理中的1门,即可报考该专业。

例 3:某高校某专业的首选科目要求为
“物理”,再选科目要求为“化学和地理”,则
表示考生首选科目必须为物理,再选科目
中必须选择化学和地理 2 门，才可报考该
专业。

18．如何查询招生院校对选择性考试科目
的要求？

考生可通过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网
址http://jyt.hunan.gov.cn/sjyt/hnsjyksy/）
查询各高校院校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

投档录取有变化
19.2021年录取方式是什么，有什么变化？
2021 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依据全国

统一考试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选择性考试
的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按物理科目组
合、历史科目组合分别编制招生计划、分别
划线、分开投档录取。投档时将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情况提供给招生高校，综合素质评价
的具体使用办法由招生高校在招生章程中
予以明确。

与改革前相比，主要变化为：
（1）平行志愿投档时由投档到院校变为

投档到院校专业组。
（2）专业调剂范围不同。专业服从调剂志

愿原来可以在院校的招生专业范围内进行调
剂，2021年只能在同一个院校专业组的招生
专业范围内进行专业调剂。

20.各批次投档录取方式是怎样的？
（1）普通类中对于采用平行志愿投档的，

按照“考生分数优先、遵循志愿顺序”的原则
进行投档和录取。省教育考试院在相应批次
控制线上，根据考生成绩、志愿顺序和院校
专业组招生计划，按院校专业组计划数一定
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投档给高校，由高校
负责录取。投档比例原则上为 100%，最大不
超过 105%。

（2）对于采用单个志愿投档的，按照“考
生分数优先”的原则进行投档和录取。省教育
考试院在相应批次控制线上，根据考生成绩
和院校招生计划，按院校计划数一定的比例，
从高分到低分投档给高校，由高校负责录取。

需要面试或签约的投档比例为 100%，不需
要面试的由招生院校提出投档比例，原则上
不超过120%。

（3）对于艺术类本科提前批和本科批，在
相应类别录取控制分数线上，实行分步投档
录取办法，第一步，对填在第1顺序位非平行
组中的院校投档录取，按学校提供的拟投档
名单经相关程序后按 100%的比例投档录
取；第二步，对填报了非平行组中的院校未被
录取的考生，将其剩余志愿和只填报了平行
组志愿的考生合在一起，按照平行志愿投档
规则投档录取，投档比例原则上按 100%，不
超过105%。

21．如何理解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
规则？

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是以院校专业
组为基本投档单位，按照“考生分数优先、遵
循志愿顺序”的原则进行投档和录取。

进行平行志愿投档时，先按考生投档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当遇到多名考生成绩
相同时，按照同分投档排序规则排序），再按
排序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投档到相应的院校专
业组（先投分数较高、排序在前的考生）。

对某一位考生来说，其投档规则是：按照
该考生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顺序依次检索
投档，当计算机检索到考生填报的院校专业
组志愿有计划余额，考生档案即可投到这个
院校的该院校专业组；如没有出现符合投档
条件的院校专业组，则不能投档；如果考生
档案投档到某院校专业组后，因故被退出，
将不再补投到该批次平行志愿的其他院校
专业组。

22．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考生的投档
成绩是如何构成的？

普通类考生的投档成绩为高考文化成绩
（含政策性加分，下同）。体育类考生的投档成
绩为高考文化成绩与体育专业成绩之和。
艺术类平行组考生投档成绩，为按照高考
文化成绩和专业统考成绩分类别计算的综
合成绩。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所有高考加分项
目及分值均不得用于不安排分省分专业招生
计划的招生项目。

23．投档时，考生投档成绩相同时如何
排序？

投档录取时，总成绩相同的考生按以下
规则排序投档。对于普通类专业类别，依次按
考生语文数学两科之和、语文或数学单科最
高成绩、外语单科成绩、首选科目单科成绩、
再选科目单科最高成绩、再选科目单科次高
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投档；如仍相同，比较考生
志愿顺序，顺序在前者优先投档，志愿顺序相
同则全部投档。对于艺术类、体育类专业类别
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依次按考生文化成绩、
语文数学两科之和、语文或数学单科最高成
绩、外语单科成绩、首选科目单科成绩、再选
科目单科最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投档；如仍
相同，比较考生志愿顺序，顺序在前者优先投
档，志愿顺序相同则全部投档。

降分及单科优秀生优惠政策
有变化

24.生源不足时，如何降分录取？
为确保征集志愿后，顺利完成招生计划，

避免计划浪费，在现行降分录取政策的基础
上，进行调整。将我省现行规定的“农林、航
海、地矿等外省本科院校以及在湘高校（含本
科院校和高职专科学校）在生源不足时，可在
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下 20 分内按考生志
愿从高分到低分投档，由高校择优录取”，将
降分范围扩大到所有来湘招生院校。同时，严
格执行教育部特殊类型招生政策规定，录取
期间不再降低艺术类招生文化最低录取控制
分数线。

25.对单科优秀考生的优惠政策会取消
吗？

我省给予单科优秀考生录取优惠政策，
一本线上考生，可专设志愿提前投档一次，其
他批次线上考生可提高一个批次按专设志愿
提前投档一次，录取与否由高校决定。考虑到
单科优秀考生录取优惠政策属于我省地方政
策，部分省外高校不予认可，同时 2021 年合
并批次后，该政策也无法操作（提高一个批次
投档）。从2021年起，取消单科优秀考生录取
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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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12 月 29 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
中心、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主办
的大型电视专题片《从十八洞出发》专家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

如何讲述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壮举？电视艺
术如何与理论宣传完美融合？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中国记协等有关部门领导、知名社科理论专
家、著名文艺评论家、传媒专家、《从十八洞出发》
的主创代表齐聚一堂，对该专题片进行热烈探讨
和专业解析。

据了解，《从十八洞出发》自 12 月 26 日起每
晚在湖南卫视730时段播出，已播出4集。该节目
播出后，社会反响热烈，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脱
贫是为了每个公民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有一部这
样能记录脱贫和国家进步过程的节目真的太有
意义了！”“波澜壮阔地描绘精准扶贫的中国画
卷，当地的巨变、村民们的真实生活，这种热腾腾
的生活气息让人温暖又感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司长马黎表示，
《从十八洞出发》是一个重量级的作品，是湖南电
视人献给脱贫攻坚的一份厚礼。该作品在创作模
式上进行大胆的创新，把嘉宾请出演播厅，访谈

搬进农家院，在田间地头记录沧桑巨变，多层次
勾勒出一幅脱贫攻坚的中国画卷。

小切口精准切入，润物细无声
《从十八洞出发》由湖南省委宣传部策划、湖

南广播电视台制作，以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
面小康为时代背景，生动展现、深刻讲述习近平
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的思想魅力和实践伟
力。

这部作品从小切口十八洞出发，让老百姓当
主角。节目中记录了很多奋不顾身的扶贫英雄，
无私奉献的扶贫干部和艰苦奋斗的脱贫群众：龙
先兰一刀切下去蜂蜜金灿灿流淌下来的惊喜；龙
秀林受了委屈一夜白头用手抹眼泪的心酸；王婷
说她至今还时常给逝去的父亲王新法发微信时
的动容；喀麦隆的夏天在十八洞村体验远程医疗
时的惊讶；新农人岳锋用无人机带观众看到祖国
美丽乡村的震撼……这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共同
构成了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壮美图
景，是党写给人民的答卷。

《红旗文稿》杂志社社长顾保国认为，《从
十八洞出发》用朴实的语言，让当地老百姓做
主角，让身边的人说身边的故事，把“精准扶
贫”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进行推广，做得很好。

“我们明年就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征
程，我们媒体人为什么工作，为什么服务？把中
国故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彩故事，怎么样
传播出去？《从十八洞出发》为我们作了很好的
解答。”

“这部作品打破理论宣传以往从大往小、从
上往下的传统视角，从小切口精准切入，润物无
声，精准满足新时代群众的需求。”湖南永州市委
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钟君表示，《从十八洞出
发》让老百姓自己当主角，具有真实感、亲切感和
代入感。

《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表示，这个
节目没有明星，但是这些素人在镜头前都有明星
的感觉。“很多人用这样的演员，他们有感觉，但
是他们表达不出来。这是湖南的现象。”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这个节目
是家国情怀、人文关怀、情动抒怀的高度融合。它
用温柔的镜头讲述独特的中国脱贫故事，同时
还上升到人文情感层面，挖掘人物个性，凝练人
物情感，是一部反映脱贫攻坚的标志性文化创
意作品。

小故事深挖细掘，出新又出彩
《从十八洞出发》的总导演、湖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总监李越胜透露，节目团队践行“四力”
要求，在十八洞村蹲点采访，以打深水井的精神
挖掘细节：龙先兰的伯伯保管着龙先兰母亲的银
项圈，准备交给已经改邪归正的侄儿；施林娇的
父亲在去世前给女儿买了话筒和音响设备；石顺
莲保存着一块特殊的苗绣，那是她妈妈亲手做的
一块背包布；麻辉煌在县城读书时，走出校门要
靠野草和石头做标记；王婷还会给去世的爸爸发
微信、说心里话……这些首次曝光的细节，将老
故事讲出了新意。

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刘学
认为，《从十八洞出发》立足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
成功实践，从十八洞村看全国，看世界，向世界讲
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脱贫攻坚的伟大壮
举，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减贫的智慧和方案。

坚定党媒姓党、坚持新闻立台、肩扛社会责
任。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台）副总经理、副台长徐
蓉坦言，湖南广电人是带着炽热的情感在做《从
十八洞出发》这档节目，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
标的重要历史关头，《从十八洞出发》它不只是一
档电视节目，它是在为中国写史、为民族铸魂、为
人民立传。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唐丽霞
认为，精准扶贫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从十八洞

出发》这部作品里有非常生动的呈现。片中插入
大量十八洞村的生活镜头，呈现了一幅热气腾腾
的十八洞村民俗风景画。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
表示，《从十八洞出发》虽然只有五集，但是角度
新、取材巧、跨度大、形式美，将中国扶贫提升到
具有世界意义，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经验。

“非典型”跨媒体叙事，引领“新主流”
《从十八洞出发》以理论为底色，将新闻、综

艺、电影等诸多手法融汇一炉，有专家认为，这是
一档非典型的电视专题片。它采用“微纪录+嘉宾
访谈+走读”的结构，从情感出发、从故事出发，将
中国扶贫故事娓娓道来。

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张志君认为，《从
十八洞出发》跨时空、跨圈层、跨领域，诗意的阅
读、跨媒介的传播，可以称得上是一份“电波版的
中国精准扶贫白皮书”。

“这个节目它已经体现了一种跨媒体叙事的
形态和手段。”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
院长陈昌凤认为，《从十八洞出发》将电影、新闻、
综艺等多种形态进行交融，同时穿插微记录、访
谈等多种手法，这部作品融合了时代最前沿、最
具有创新精神的媒体人素养。

新闻、专题、文艺节目、真人秀、短视频、微电
影……这么多的表现形式，在《从十八洞出发》节
目中都能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世界传媒
研究中心秘书长冷凇认为，这档节目既有故事体
的叙事、电影级的设置、场景化的策划，也有互动
式的对谈、戏剧式的画面，是一档“教科书式”的
电视专题。

脱贫攻坚的“中国画卷”
——专家在京研讨大型电视专题片《从十八洞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