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重磅文件！

大学生要增加一门“必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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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学生需
至少修够 2个学分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美育工
作，切实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
素养，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切
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
作的意见》。
意见要求，各高校要把公

共艺术课程与艺术实践纳入
教 学 计 划 ，每 位 学 生 须修 满 学
校规定的公共艺术课程学分
方 能 毕 业 ，部 属高 校 须 于 今 年
9 月 1 日提交美育工作实施
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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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业的师范生将迎来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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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学生须修满学校规定
的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方能毕业”，
这里的学分具体的要求是什么？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司负责人答记者问时表示：开设公
共艺术课程和组织实施教学是高
校普及艺术教育重要的推进机制
之一。早在 2006 年，教育部办公厅
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
术课程指导方案》中就明确提出
每个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至
少要在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中选
修 1 门并且通过考核。
对于实行学分制的高等学校，
每个学生至少要通过艺术限定性
选修课程的学习取得 2 个学分；
修满规定学分的学生方可毕
业。
这是对普通高校公共艺术课
程学分做出的底线要求。
本次《高校美育意见》结合发
展形势， 再次强调公共艺术课程
学分，各校要根据实际情况，在确
保底线要求的前提下， 更好地推
动高校公 共 艺 术 课 程 学 分 化建
设， 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在此基础
上提出更高的学分目标。
《意见》中也提到下一步教育
部要修订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
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加强新时
代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建设的
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

4 月 11 日， 教育部下发了
《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
美育工作的意见》，教育部要求，
普通高校要强化面向全体学生
的普及艺术教育。
据教育部官网消息，为全面

B05

根据《意见》，艺术师范教育也
是高校美育工作重点。
《意见》称，支持高校设立并办
好音乐教育、美术教育、舞蹈教育、
戏剧教育、戏曲教育、影视教育相
关专业。建设一批高师改革试点学
校，引导艺术师范专业不断优化课
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改进教学方

法，为基础教育培养高素质专业化
创新性美育教师。
同时，要按照在校学生总数合
理安排普及艺术教育教师，鼓励高
校探索实施公共艺术课特聘教授
制度，鼓励高校建立与中小学艺术
教师互聘和双向交流等长效机制。
要建设一批高校美育名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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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公共艺术课开设的
现状如何？大学生对公共艺术课的
态度又如何？
一份 2018 年对北京 13 所重
点高校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管理教
师的访问调查显示， 尽管 2006 年
教育部就规定每名大学生必须选
修 1 门艺术课， 但这 13 所重点高
校中， 有 46.15%的高校并未设置
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 有 19.22%
的学生从来没有选修过艺术类公
共课程。

培养一批美育名家名师。
此外《意见》明确，要进一步提
高对高校艺术教育场馆建设的支
持力度，将更多的文化建设项目布
点在高校。研制高校美育场地器材
建设规划，加强高校剧院、音乐厅、
博物馆、 美术馆等艺术场馆建设，
建立高校美育器材补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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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调查称：五成高校未设置艺术选修课
调查还发现， 有 46.15%的高
校没有设置专门的公共艺术教室
等教学场所。
大学生的选课态度又如何呢？
这项调查还对北京市 34 所高
校非艺术专业学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 结果发现，47.51%的大学生选
修艺术类教育课程是兴趣使然，为
提高艺术修养；37.01%的学生是为
了丰富课余生活， 放松身心；
13.52%的学生仅仅为了获得学分。
大学生对于公共艺术课的兴

趣还算高涨。但调查显示，大学生
最喜爱的艺术教育方式还是学校
晚会、专场音乐会，占比 41.35%。
学校组织的各类晚会参与度也最
高，占比 59.0%。
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大学都
将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放在十分
重要的地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所有
本科生在学习期间必须修满 8 门
人文艺术社科学院的课程， 拿到
32 个学分才能毕业。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6月起驾照全国
“
一证通考”
还能异地分科目考试
据《经济日报》消息 公安部 4
月 10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
安部推出 10 项公安交管“放管
服”改革新举措及 2018 年以来相
关改革措施落地情况。
据公安部新闻发言人郭林介
绍， 截至今年 3 月底， 我国机动
车、 驾驶人总量及增量均居世界
第一，群众买车上牌、考试领证的
需求持续高涨， 公安交管工作面
临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 面对广
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公
安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先后推出车检、驾考、号
牌管理、 事故处理以及互联网服
务等一系列交管改革举措。去年，
公安部推出 20 项公安交管“放管
服” 改革措施， 大力推进简政放
权、减证便民，通过“马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一次办”，让群众、让
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
实惠。原来多次排队、等待半天才
能办理的， 现在只需到一个窗口
10 来分钟就能办完；原来要往返
两地、来回奔波才能办理的，现在
可以直接异地受理、一站办结；原
来需要到几百公里外的地市才能
办理的，现在县乡“家门口”就近
能办，网上服务一键可办。
今年， 公安部在认真总结改
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梳

理当前交管服务症结问题， 倾听
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 提炼基层
探索创新经验，又推出 10 项改革
新举措，重点突出两大方面改革，
包括 5 类业务可以“异地通办”、5
项服务可以“便捷快办”，进一步
提升交管服务水平， 进一步提升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巡视员、副
局长李江平通报，2018 年公安部
推出的各项公安交管“
放管服”改
革措施成效明显，已减免身份证复
印件等申请材料 3.1 亿份，1.9 万
家社会机构代办公安交管业务，
400 多万名群众异地检车、考证，
网上注册用户超过 2.2 亿，累计惠
及 6 亿多人次， 减少群众办事成
本 300 多亿元。这次推出的 10 项
改革新措施，包括 5 类业务“异地
通办”、5 项服务“便捷快办”，将于
6 月 1 日起推行。驾驶考试、车辆
登记检验 5 类业务“异地通办”：
一是小车驾驶证“全国通考”。申
请人可以持本人身份证在全国任
一地直接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
不再需要提交居住登记凭证，实现
全国“一证通考”。二是分科目考
试异地可办。 申请人报考小型汽
车驾驶证已通过部分科目考试后，
因工作、学习、生活等原因居住地
变更到外地的，可以申请变更考试

地，继续参加剩余科目考试，减轻
往返考试负担。三是大车驾驶证省
内异地申领。对省（区）内异地申领
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的，申请人可
凭居民身份证直接申请，无需再提
交居住登记凭证。四是车辆转籍异
地可办。将车辆转籍信息网上转递
试点城市由 15 个扩大到 120 个，
车辆在试点城市间转籍的，可以直
接到车辆迁入地申请，不再需要到
迁出地车管所提取档案、 查验车
辆，减少群众两地间往返。五是摩
托车检验“全国通检”。在已推行
汽车全国通检的基础上， 进一步
放开摩托车跨省（区、市）异地检
验。同时，对注册登记 6 年以内的
摩托车，免予到检验机构检验，切
实减轻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
车主检车负担，助力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车辆抵押登记、临牌发放
等 5 项服务“便捷快办”：一是抵
押登记推行“两个简化”。简材料，
对商业银行、 汽车金融公司作为
抵押权人的， 不需要再提交营业
执照原件， 改为提交加盖公章的
复印件， 抵押合同可以使用电子
印章， 并积极推进抵押信息联网
核查。简环节，推行银行等金融机
构代办机动车抵押登记， 提供贷
款、抵押、办登记一站式服务，免去
群众往返车管所和金融机构的奔

波。二是使用原车号牌新增“两个
便捷”。号牌号码可互换，同一车
主名下的同号牌种类的非营运车
辆，可以申请互换一次号牌号码，
满足群众和单位需求。 保留原号
延时限，原机动车注销、迁出或者
转移后， 保留原号的时限由一年
调整为两年。 三是临牌核发推行
“4S 店代办”。 全面推行汽车 4S
店代发临时行驶车号牌， 方便群
众现场购车、现领临牌，既方便群
众购车登记后上路行驶， 又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实现企业获益、群
众满意。四是车购税信息实行“联
网核查”。全面推行与税务部门信
息联网， 实现车购税信息网上传
递、网上核查，群众办理机动车登
记无需提交纸质完税证明， 减手
续、提效率、降负担。五是推广交
管语音服务热线。 逐步推广全国
统一交管服务电话号码“12123”，
为群众提供交管业务咨询、 信息
查询、业务受理等服务，搭建集网
页、短信、手机 APP、语音“四位一
体”的交管信息化服务体系。
李江平表示， 公安部将细化
工作部署，完善配套制度，升级信
息系统，确保 10 项便民利民措施
落实落地、取得实效，进一步方便
群众办事创业，优化营商环境，助
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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