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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北京電影學院共有16個院系，24個專業方向
招生。各專業面向全國招生（含華
僑、港澳台地區），無分省計劃，
文理兼招，學制4年。藝術類高職招
收戲劇影視表演和影視美術兩個專
業方向，計劃招生50名，分省計
劃，文理兼招，學制2年。
當天，該校北京考點將有表演學
院、美術學院等院系陸續開考，首
日共有近9,500人參加考試。

招生標準重視文化素養
據介紹，表演專業招生考試通過
學生的展示及命題考察來進行，考
官將從形象氣質、文化素養等方面
細緻、全面地對考生綜合素質進行
考察。值得注意的是，表演學院最
後的錄取將越來越重視學生的文化
素養，這在招生標準上是一個很大
的變化。

全程錄像全方位監督
為了保證考試的公平公正，表演

學院制定一系列科學合理的招生規
則。表演招生考試全程錄像，對考
生和考官作出全方位監督。考官由
學校嚴格篩選、隨機抽取。除本校
老師外，1/4考官為外請專家。
考生考場、考試序號均由電腦隨

機決定，考生進入考場後只允許報
序號，不得報出任何個人信息；考
官之間不溝通，背對背打分，去掉
一個最高分和一個最低分就是考生
最後得分。
今年美術學院招收的專業方向有戲

劇影視美術設計、新媒體藝術、環境
設計、產品設計、戲劇影視導演（廣
告導演），計劃招生82人，報考人數
達7,777人。其中，美術學院新媒體藝
術專業成為報考人次同比增長最多的
專業，漲幅達284.36%。

2019年北京電影學院報考總人次
達59,059，同比增長31.02%，再創
歷史新高。其中，美術學院7,777
人次，同比增長150.06%；攝影系
3,137人次，同比增長57.56%；數
字媒體學院1,888人次，同比增長
98.95%；聲音學院1,968人次，同
比增長48.08%；攝影學院2,296人
次，同比增長 44.95％；動畫學院
6,550人次，同比增長39.07%；電
影 學 系 2,075 人 次 ， 同 比 增長
36.15%。

想讀北電表演

北京電影學院2019年藝考昨日在北京拉開帷幕。該校今年

本科計劃招生 520 名，報考總人次達 59,059，同比增長

31.02%，再創歷史新高。競爭最為激烈的仍是備受關注的表

演專業，計劃招生60人，報考人數達10,454人，報錄比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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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考點美術學院北京考點美術學院、、
表演學院等院系昨日陸表演學院等院系昨日陸
續開考續開考，，近近99,,500500人參人參
加首日考試加首日考試。。 中新社中新社

■■考生完成藝考後走出北考生完成藝考後走出北
京電影學院校園京電影學院校園。。 新華社新華社

要 1 7 3 人人KO
日前，在廣東醫科大學順德婦女兒童醫院

（順德區婦幼保健院）產科病房裡，「90
後」夫妻阿玲、阿文（化名）望着搖籃中酣睡
的寶寶，內心的喜悅無法用語言表達。因為，
他們都是聾啞人。
沒有撕心裂肺的叫喊、沒有疼痛發出的嗚咽，

在寶寶來臨之前，阿玲經歷了一場「無聲的分
娩」。因為言語聽力的障礙，為了使產婦穩定情
緒、順利生產，產科的醫護人員決定在其分娩過
程中，用紙張與其進行分娩指導和交流。
2月13日午後，一場「無聲的分娩」開始
了。據該醫院（順德區婦幼保健院）產科副主
任李鳳英介紹，產婦阿玲懷孕足月，胎膜早
破。其在當日上午9時40分進入產房，滴催產
素。下午2時左右，阿玲生產跡象愈發明顯，
宮口開全，腹中寶寶即將來到這個世界。

字字暖心 減輕疼痛
下午2時過後，阿玲在產房裡開始用力生產。

過程中，助產士吳華珍把分娩減輕疼痛的方法，
根據其產程進展寫在一張準備好的紙張上。為了
讓產婦在生育過程中穩定情緒，也在紙張上寫下
一些支持和鼓勵的話：「我們會幫你的，前面是
只能靠你用力，每次都有小小進步的，加
油……」「我教你，不明白就『告訴』我。」在
寶寶快出來的時候，吳華珍在紙張上寫着「出來
了，要用力！」來進行鼓勵和指導。
下午3時30分左右，在醫護人員「無聲」的

幫助下，一名重7斤2両、健康可愛的女寶寶
從阿玲的肚中分娩而出。 ■《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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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專家介紹，2月18日晨，太陽系
的兩顆大行星金星和土星將上演精彩
「二人轉」。如果天氣晴好，中國公眾
可目睹到金星和土星在東南方天空「星
星相吸」的有趣情景。
天文教育專家、天津市天文學會理事

趙之珩介紹說，從2018年末起，金星

就以「啟明星」的姿態出現在東南方天
空，為早起出行的人們導航。進入2月
後，它在日出時的地平高度有所下降，
但亮度依然可達-4等以上。與金星相
比，土星在2月後，才逐漸進入人們的
視野，出現在東南方天空。
18日日出前，金星和土星在東南方

低空同時「現身」。其中，金星的亮
度達-4.2等，泛着青白色的光芒，異
常醒目，而土星的位置比金星略低一
點，呈暗黃色，亮度為 0.6 等。屆
時，雙星的距離非常近，可謂「超短
距離接觸」，成為天邊一道獨特的風
景線。
天文專家表示，兩顆大行星如此靠近

是難得一見的。金星明亮，土星迷人，
兩者都是天宇中最值得觀賞的行星。除

了憑藉肉眼觀測外，有條件的公眾還可
藉助大口徑的天文望遠鏡觀賞，既能看
到土星那迷人的光環，又能看到金星如
彎月般的美妙姿態。
中國古代稱金星為「太白」。當它早

晨出現時，人們稱它為「啟明星」；當
它黃昏出現時，人們稱它為「長庚
星」。土星是夜空最美麗的星球之一，
在望遠鏡中，其外形像一頂草帽，被譽
為「指環王」。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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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早天光前現「金土星相吸」

■助產士與聾啞產婦用紙張交流。 網上圖片

台青海南創業 3小時即落戶
「惠台30條」引台商 醫企投10億登陸

滬官員擬訪高雄遭陸委會阻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海南建設自貿區（港）以來，台

商來海南考察投資明顯增多，瓊台經濟合作熱絡，在不少領域呈現新

亮點。」海南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省台辦主任劉耿昨日表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針對是
否參加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前
台灣地區立法機構院長、國民黨籍民意
代表王金平昨日下午表示，他確定會登
記參加，但等因緣成熟後才會正式宣佈。
王金平下午在立法機構出席台南第一

高級中學校友總會活動並發表演說。針
對是否參加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
舉，他在演說時作上述表示。
王金平說，台灣目前有很多事情需要

共同思考、一起努力，身為台灣地區領
導人參選人一定要去了解，了解後再拿
出解決之道。他又說，領導者應該學會
如何化解，並將意識形態降到最低、使
得國家能夠團結，這是現階段最重要的
事，也是最大的困境。
至於國民黨針對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

的初選方式，王金平活動前接受媒體訪
問時表示，每一種方式都有優劣，沒有
辦法說哪一項最合理、最公平或最可
行，因此國民黨怎麼決定，他就遵行。
針對兩岸問題的見解與看法，王金平

表示，時間一到他會講，但現在還不能
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福州市
馬尾經濟文化交流合作中心團組16日從
馬尾搭乘「金龍輪」赴馬祖，參加第十七
屆「兩馬同春鬧元宵」活動。
馬尾區台港澳辦相關負責人表示，馬尾

交流團將再一次與馬祖鄉親攜手大聯歡，
同時送去具有傳統文化特色的閩劇表演。
據馬尾區台港澳辦介紹，馬尾交流團當

晚將在馬祖參加「元宵點燈儀式」及相關
民俗活動，並在馬祖元宵聯歡會上獻上閩
劇民俗表演，與馬祖鄉親共度佳節。
今年馬尾向馬祖贈送了35個燈組，包

括《十二生肖》《金豬賀歲》《年年有
魚》《恩賜貴子》《金榜題名》等。這些
燈組既融入「兩馬」各自文化，也體現民
族文化及兩岸同宗同源的深厚情誼。
此次赴馬祖表演的閩劇民俗形式多樣，

有閩劇《碧玉簪》、女子榕腔雅樂《情滿
坊巷》、優秀閩劇折子戲《武家坡》、閩
劇花旦程式表演《姐妹看花》等節目，體
現元宵佳節「兩馬」情深、鄉音鄉情繫兩
岸。

王金平確定參加2020大選

福州交流團
赴馬祖鬧元宵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台灣
「聯合新聞網」昨日報道稱，上海市台辦
主任李文輝昨日將訪問台北參加台北燈
節，但島內有消息傳李文輝此行還想走訪
高雄卻被台灣行政事務主管機構及陸委會
拒絕。對此，高雄市長韓國瑜昨日直指，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應該把腦袋打開！」

韓國瑜：台灣心胸要開
據中評社15日報道，2019台北燈節在

昨日晚舉行，李文輝此行將與柯文哲一起
點燈上海燈區。柯文哲表示，李文輝此行
還要拜會台北市政府。
對於陸委會阻撓李文輝一行走訪高雄，

高雄市長韓國瑜大感不解，他反問，陸委
會為何不同意？「不要這樣對待，來者是
客，台灣人一定要心胸打開……陸委會主
委陳明通應該把腦袋打開來」，韓國瑜表
示。

民進黨被曝收緊審查
此前，民進黨當局多次被曝收緊大陸官

員赴台審查程序，2017年有台媒爆料，大
陸中央、各省市台辦人員赴台均被要求簽
署所謂切結書，同意台所謂「四不」的原
則，即來台期間不得發表政治言論、不得
接受媒體訪問、不得有所謂統戰行為，以
及不得與原住民私下會面，而台灣相關部

門會進行訪視，隨時掌握他們是否照行程
走。
而2018年，台陸委會又宣稱，要嚴格

審查大陸各級政府官員及相關人士赴台，
擴大查辦大陸以不同名義在台設立據點。
對此，國台辦發言人多次強調，阻撓和

限制兩岸交流和人員往來，不斷地去設置
障礙，損害的是台灣同胞的根本利益。一
段時間以來，兩岸雙方在兩岸關係上的一
些表現，誰是真正充滿了自信，在修橋鋪
路，開放交流；誰卻內心惴惴不安，一方
面在築高牆，一方面在修大壩，在搞「閉
關鎖島」的舉動。我想，老百姓都看得清
清楚楚。

海南是台資企業集中集聚發展的地區
之一，目前累計在海南註冊的台資

企業達1,900多家，涉及農業、工業、服
務業等眾多領域。
去年12月，海南發佈「惠台30條措
施」，內容包括「促進投資和經濟合
作」「促進社會文化交流合作」「促進
台灣同胞在海南學習實習、就業創業」
「保障台灣同胞在海南居住生活便利」
等。
從去年以來，台灣青年創業團隊「17
創聯盟」運營總監黃朝凱帶了10餘位台
灣青年企業家來海南考察。
令黃朝凱印象深刻的是，台企落戶海
南生態軟件園之時，享受了政府部門一
站式服務，「只要準備好材料，足不出
園，辦理完所有工商手續只要3個小時」
他說，政策支持和配套的優惠措施，讓

海南成為不少台青眼中的「香餑餑」。

台胞創業基金 首期達1億
劉耿說，海南為台企在海南發展營造
良好環境，打造海峽兩岸（海南）科技
文創產業基地，加速台灣高科技、文創
產業落地，目前園內已有14家台資企
業。
據介紹，今年4月，海峽兩岸（海南）

科技文創產業發展基金啟動，首期規模1
億元（人民幣，下同），作為支持台胞
創業專項資金。同期將舉辦第一屆海南
台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海南台灣經濟交流持續熱絡。一批台

資旅遊業、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
項目落戶海南。今年4月，投資10億元
的台資企業、海南穎奕國際細胞醫療中
心將在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

（下稱先行區）正式開工。
當前海南正在推動增加瓊台直航航

班，計劃推動從每周16班增加到每周18
班。

■高雄市長韓國瑜表示，希望陸委會
「打開腦袋」，讓台灣變得更加開放。

資料圖片

■政策支持、政務高效，讓海南成為不少台青眼中的「香餑餑」。圖為創業台青去年
在海南生態軟件園參加座談。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