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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考试

招考新观察

根据国家高考
改革方案， 2015年
高校自主招生安排
在高考之后进行，
且不得采取联考的
方 式 。 因 此 “北
约 ” 、 “华 约 ” 、
“卓越” 三大自主招
生联盟今年将完全
消逝。 虽然由于政
策调整， 2015年高
校自主招生不像往
年那样紧锣密鼓，
但广大考生应该提
早做好准备， 尤其
是面试环节。 面试
是各个高校自主招
生考试不可或缺的
一环， 也是广大考
生备考的一个重要
方面。 那么， 广大
考生如何科学备考
才能比较顺利地通
过面试呢？

2015，如何赢得自主招生面试

■徐利

四大面试内容———
不能忽视

梳理近几年的面试试题， 概括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明修养方面。 道德仁义，非
礼不成。文明修养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它
既表现为学生爱国乐学、诚信友善、有责
任心和担当精神， 也表现为学生穿着得
体、言谈举止大大方方等。 它强调学生
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道德判断
力，把“德”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古今
中外无数事例都证明了人无德不立、人
无礼不成这一简单朴素的道理。 高中生
正处于文明修养提高的关键时期，必须
高度重视， 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要求自
己，不断修身养性、自谦敬人、增强心志、
提升境界。

第二，基本素质方面。这里的基本素
质主要是指获取知识、解决问题、交流
合作以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表现出来
的基本能力或品德。 它包括知识丰富、
兴趣广泛、思维清晰、表达严谨、沉着自
信、善于沟通、务实勤奋、身体强健等。
源远而流长，根深而叶茂。一个基本素质
优秀的人让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加长
远， 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多属于自己的精
彩和辉煌。

第三，学科特长方面。 教育部《关于
进一步深化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自主选拔的
主要对象是具备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
优秀学生。 自2013年以来，学科特长逐
渐成为面试的一个重要方面。 高中学校
写给大学的推荐信和学生本人写给大学
的个人介绍都把学科特长作为亮点来谈
及，面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验证”。面
试专家将主要提问一些与学科相关的问
题要求考生回答， 以确定考生是否具备
学科特长。

第四，创新潜质方面。此为面试的另
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说学科特长可以以
竞赛获奖、发明制作、习作出版、论文发
表等形式表现得比较“实”，那么，相对来
说“创新潜质”就表现得比较“虚”。 面试
专家将主要提出一些与政治、 经济、社
会、科技、生产等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来
考查学生的创新潜质。

掌握面试技巧———
事半功倍

“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
彬，然后君子。”面试专家追求的是本质、
看重的是内涵， 但不意味考生可以不重
视细节、不重视外在方面。

第一， 重视外在形象， 彰显不凡气
质。

仪容仪表要得体。穿戴整洁，朴素大
方。服装追求一种简约风格，以给人一种
充满活力、 阳光健康、 朴实有内涵的感
觉。 避免“高大上”，亦不必穿西装、打领
带给人一种过分成熟、缺乏朝气的印象。
不佩戴饰品，不化妆。 男生不留长发、不
染发；女生不烫发、不染发，不穿高跟鞋。

进门时机把握好。在通知进门后，考
生方可进入面试室。要轻敲房门、力度适
中，以敲二至三下为宜。听到面试专家说

“请进”后，轻轻开门，并轻轻关门。 精神
抖擞、表情自然地走到指定位置，然后身
体适当前倾（大约三十度）向面试专家微
微鞠躬行礼，主动问好表达敬意。

站姿坐姿显精神。 如果考场没有为
考生准备椅子，考生站在指定位置即可。
要“站如松”，大体呈立正姿势而略微自
然放松，不要过于呆板、紧张、严肃。如果
有准备好的椅子， 考生最好不要急于去
坐，一般等面试专家提示“请坐”后，回一
声“谢谢”再缓缓落座。若需要挪动椅子，
请双手轻拿轻放；不要用手拉动，因为既
显得不文明，也容易制造噪音。坐时最好
坐满三分之二，上身挺直，略为前倾，但
不要僵硬。双腿并拢，双手自然地放在大
腿上或放在考桌上。在整个过程中，要避
免双腿叉开或径直伸出去， 避免双腿抖
动或跷二郎腿；不要紧靠椅背，以免显得
松懈、漫不经心；不要两手交叉在胸前或
经常性地摸耳摸脑， 以免给面试专家留
下轻浮、紧张、不庄重的印象。

心灵的窗户要敞亮。 与面试专家交
流时要礼貌地正视对方，目光柔和有神，
专注而不呆板。 说话时要对着提问的面
试专家， 同时要适当地用目光注视一下
其他专家，以表示对他们的关注和尊重。
回答问题时神情自然放松或面带微笑，
可消除紧张、展示自信、表达友善，拉近
与面试专家的距离。

手势运用要慎重。在此种面试中，因
为不把演讲能力（或表演能力）作为考查
重点，考生一般不要使用手势，手势把握
不好会给面试专家一种紧张和不够稳重
的感觉，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如果确实需
要，手势不要过多或夸张。

面试结束仍细心。面试结束，考生如
果感觉大功告成，千万不要忘乎所以、眉
飞色舞、忘记礼节；如果感觉不够理想，
也不必懊丧后悔、把失望不满挂在脸上。
面试专家一旦说可以离开， 考生要鞠躬
并说声“谢谢”，双手放回椅子，带走自己
的物品；然后从容离开，轻开房门轻关房
门，做到善始善终。

第二，稳重自然有底气，良好开端树
信心。

尽管每所高校面试不会完全相同，
但是有些面试内容可能大同小异。 比如
面试专家会了解考生的目前情况、 对大
学的了解、将来打算等。此内容虽然可能
不是面试的重点， 但考生回答完美可以
锦上添花。 特别是这一环节一般放在面
试开场， 考生表现上佳有助于消除刚刚
进场时的紧张情绪、 增加信心、 进入状
态、渐臻佳境。此时考生既要避免过度紧
张，也要避免由于准备比较充分、内容比
较熟悉而带来的语速太快或“照本宣科”
之不足， 回答问题要从容不迫、 诚实自
然、条理清晰、重点突出，给人一种静水
流深、大巧若拙的感觉，尽显大将风范。

第三，主体环节是重点，掌握策略很
重要。

带上纸笔，做有心人。除非面试规则
明确提出不准带纸和笔， 考生可以带上
纸和笔， 进入考场后大大方方地放在考
桌上。 无论是面试专家提问阶段还是无
领导小组讨论阶段， 这两种物品都有可
能派上用场而助自己一臂之力。 更为重
要的是， 面试专家能够看到此举背后更
为重要的意义， 从而有可能对考生刮目
相看、赞赏有加。

沉着冷静，机智应对。从以往面试试
题来看， 面试专家极有可能提出一两个
考生不了解、 不懂得甚至有评论者所说
的“神题”。遇到此种情况，考生一定要沉
着冷静，因为每一位考生都可能遇到；要
把心思集中在解决问题上， 也许灵感就
会出现，问题迎刃而解。切不可紧张得面
红耳赤、唉声叹气、抓耳挠腮、捶胸顿足。
必须明白， 面试专家可以轻松地提出一
个让考生毫无头绪的问题， 关键是同样
处在这种情况下，考生能方寸不乱、有与
众不同的表现， 而不一定非想出个完满
答案不可。 比如，考生可以坦言不会；询
问可否更换一道题目；从外围入手，谈论
相关话题；扣住一个角度，做到重点突出
等。 2013年上海交大面试试题：为什么
动物的头是圆形的？考生可以如此回答：
这是动物长期进化的结果，是生存需要、
自我保护需要，也是审美需要。

明辨是非，立论鲜明。近几年面试试
题紧扣时政新闻、 社会热点来考查学生
是否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 敢于担当的
意识、平和理性的品质、在逆境中永不放
弃的精神。对此类问题，考生要明确做出
回答， 切不可模棱两可或刻意求新而失
去原则、立场。 例如2014年北大面试题：
作家滕文冀说“面对历史，诚实是最适合
的态度”、“面对历史，跪着的德国人比站
着的日本人高大”。对此，你有何看法？考
生对此类试题没有任何犹豫的理由，必
须给出非常肯定的回答， 所要思考的只
是怎样回答更深刻。 同样，面对2014年
清华大学面试试题“如何看待老人摔倒
无人搀扶这种现象”时，考生也应旗帜鲜
明地批判那种“明哲保身”的人。

思维至上，重点考查。 著名心理学
家林崇德认为， 思维是智力的核心成
分。 发展和培养思维品质是发展智力和
培养能力的主要途径。 以招收具有学科
特长和创新潜质学生为主要目的的自
主招生自然最看重学生的思维品质。思
维品质主要包括深刻性、灵活性（发散
性）、 创造性、 批判性和敏捷性五个方
面。五个方面构成整体，相互联系，密不
可分， 只是在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时，某
一种或几种思维品质起主导作用。考生
在回答问题时就要思考试题主要考查
思维品质的哪个方面。2014年北大面试
试题“你认为警察多一点儿好，还是少
一点儿好”， 就是主要考查学生思维的
创造性品质。 不具备这种思维品质的学
生就极有可能掉入面试专家设制的“非
此即彼”的陷阱。 2014年清华面试试题

“你如何看待有人提出的把‘探月工程’
经费应用到‘民生工程’上的观点”，就
明显考查了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品质。
2013年西安交大面试试题“如何区分两
个外形体积一样的铜球、铝球”，就主要
考查了学生的思维的灵活性品质。 学科
功底扎实、思维发散的学生一口气就能
够给出多个正确答案（颜色区分、手掂
重量区分、敲击声音区分、用手触摸区
分等）。

条理清晰，语言简洁。在经过短暂缜
密思考后，考生就可以回答问题了。此时
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条理清晰。先
主后次，要点清晰明确，可以借助“首先”

“其次”或“第一”“第二”等类的提示语，
也可巧用手指提示。二是语言简洁。回答
问题声音清脆响亮，语言准确简洁，不要

带有较多的口头语或多次重复。
坦诚谦逊，拿捏得当。 各类新闻每天海

量出现在媒体上，科技日新月异，特别是由
于年龄、阅历、知识结构的限制，考生在面试
过程中极有可能遇到超出自身能力的试题，
如果在思考之后无从下手，就要诚实回答不
会，不可不懂装懂或狡辩。 实事求是谈及自
身优缺点，既不要一味炫耀、自吹自擂或耍
贫嘴（如“我的缺点就是优点太多”，“我的优
点是认真，缺点是太认真”），也不要害怕说
出自己的短板、不足。考生要明白一点，世上
没有完美的人， 正视缺点恰恰是成熟的表
现。要避免谈及那些在社会上虽有争议但明
显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和事。由
衷地尊敬面试专家，听从安排。

张驰有度，把握机会。 不少大学在考查
学生的综合素质时往往会有一个环节———
无领导小组讨论。 它主要考查学生的思维
分析能力、 口头表达能力、 把握机会的能
力、协调沟通的能力和团队精神。 在此过程
中，考生要注意以下几点：利用纸笔记录重
要信息；选择适当时机发言；学会倾听，巧
用他人观点； 注意发言技巧， 既不垄断发
言，能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立场考虑问题，也
不强词夺理、以势压人；抓住核心，条理清
晰，言简意赅。

充分准备面试———
胜算在握

不少大学招办主任提出广大考生“不要
刻意准备”，“不要参加培训班”。此话很有道
理，但也要有一个正确解读。 我认为他们主
要是提醒考生不要本末倒置、 舍本逐末，自
招面试考查的是平时长期的积累以及创新
解决问题的能力。 很明显，这些是很难在短
时间内准备或经过培训就能立竿见影的。但
是，这不意味着广大考生对高校自招面试不
管不问，做一些准备也是有必要的。

那么广大考生如何准备自主招生面试
呢？ 除了掌握一些前面提及的面试技巧外，
更应该在平时朝着基础扎实、 发展全面、特
长突出、善于创新的目标而努力。

第一， 养成阅读习惯， 培养家国情怀。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一流大学的培养目标决
定了它招收的学生不可能是死读教材的书
呆子，而是知识丰富、眼界开阔、理想远大、
敢于担当的优秀青年。 一个远离读书看报、
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学生不可能有丰富的知
识，也不可能多途径培养自身能力，很难培
养家国情怀，无法成为一个心灵丰盈、忧乐
天下的人。

第二，坚持独立思考，提升思维品质。无
论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人，都要有自己的
独立思考，敢于质疑，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
长期独立思考、质疑批判，思维品质自然而
然就会提升。比如，阅读一篇新闻评论，一般
人可能只是了解他人有何观点、看法，最多
就是表示一下赞成或反对。一个具有良好思
考习惯的人在阅读了评论事由之后就可能
考虑我如果来写这样一篇评论应该怎样写；
一番深入思考之后再去阅读全文，然后进行
对比， 把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都作一番比
较；最后是总结、迁移。 很多道理都是相通
的，平日思考时经常比较、联系、想象、创新、
运用，慢慢地就可以融会贯通，甚至举一反
三了。

第三，积极进行拓展，努力打造亮点。不
要“样样都行，样样稀松。 ”考生贵有自己的
特色和强项， 要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努力
打造自己的亮点。 在高中阶段，要对自己非
常感兴趣、非常喜欢、相对擅长的方面积极
拓展。 阅读相关入门书或专业书籍不失为
一种好方法。 这不仅符合自招的要求，能够
让考生在面试中脱颖而出， 而且对考生在
整个高中阶段的成长和将来的发展都具有
重要意义。

第四，重视常规问题，力求守正出新。如
前提及，面试内容或多或少会涉及考生的爱
好、特长、家乡情况、学校情况、大学规划、人
生理想，等等。比如：你如何评价或描述你自
己？ 你报考我们大学的理由是什么？ 你对四
年大学有什么规划？ 你最喜欢从事什么职
业？ 你认为人生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这些问
题并不难，考生均有话可说，但要做到回答
出彩、让面试专家称赞可能很难。 因此考生
要精心准备，做到既守正又创新。

第五，熟悉政策试题，做到有的放矢。各
自主招生高校均有自己的自招政策，且每年
均有微调，考生要了解熟悉往年政策，并及
时关注当年的变化。 可下载包括准备报考
的大学在内的几所大学近两三年的面试试
题，总结试题的命题特点、考查重点、发展
趋向，以让平时的学习更有针对性。 总结答
题的方法、技巧、规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
能力。面试考查的是学生平时的积累和运用
所学知识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必猜题、
押题，更不必把过多时间、精力消耗在题海
中。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不要好高骛远，
也不要盲目跟风。

（作者单位：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北京教师资格
考试门槛将提高

北京市教委日前宣布， 从明年9月起，
北京市正式启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
点。 从2016年1月1日起， 中小学教师资格
实行定期注册， 每五年注册一次。 这意味
着， 教师这个职业将正式打破“铁饭碗”，
教师资格不再成为终身制， 教师资格考试
的门槛也将提高。 受政策调整， 不少有计
划当教师的考生已开始准备， 拟在明年统
考前抓住最后一次自主命题考试的机会。
预计明年上半年的教师资格考试人数将出现
较大增长。

不按期注册不能当教师

依据北京市教委印发的 《中小学教师资
格定期注册制度实施细则 （试行）》， 2016
年1月1日起，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实行
五年一周期的定期注册， 注册不合格或逾期
不注册的人员， 不得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注册条件包括教师资格、 受聘为中小学
在编在岗教师、 遵守师德规范、 注册有效期
内完成不少于市、 区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
360学时培训等。

如出现在注册有效期内未完成市、 区教
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教师培训学时； 未经所在
学校或市、 区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进修、 培
训、 学术交流、 病休、 产假等情形， 中止教
育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一学期以上； 一个注
册周期内任何一年年度考核不合格等情况，
暂缓注册。

如违反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和
师德考核评价标准， 影响恶劣； 一个注册周
期内连续两年以上 （含两年） 年度考核不合
格； 依法被撤销或丧失教师资格的教师， 注
册不合格。

教师资格考试改全国统考

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是教师职业准入
的前提条件。 从2015年9月起， 北京市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将实行全国统考， 包括笔试
和面试两部分。 试点启动后， 明年入学的师
范生， 毕业时不再直接认定教师资格， 如想
申请教师资格也须参加统考。

笔试每年3月和11月各一次， 主要考查
教育理念、 职业道德、 法律法规知识等基本
能力； 教育教学、 学生指导和班级管理的基
本知识； 拟任教学科领域的基本知识， 教学
设计实施评价的知识和方法， 运用所学知识
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由于教师授课学段不同， 考试内容也略
有差别。 其中， 小学和幼儿园教师都需要参
加综合素质考试 （机考）， 小学教师要参加
教育教学与能力测试 （纸笔考）， 幼儿园教
师要参加保教知识与能力测试 （纸笔考）；
中学教师则要考3门， 除了综合素质测试
（机考） 外， 还要参加教育知识和能力测试
（纸笔考）， 以及按语文、 数学等13个学科
划分， 进行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测试。

面试每年5月和12月各一次， 主要考查
职业认知、 心理素质、 仪表仪态等教师基本
素养和教学设计、 教学实施、 教学评价等教
学基本技能， 包括抽题、 备课 （活动设计）、
回答规定问题、 试讲 （演示）、 答辩 （陈
述）、 评分等环节。

笔试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统一考试标
准、 统一考试大纲。 国家将确定笔试成绩合
格线， 北京市教委确定面试成绩合格线。 笔
试和面试均合格者由教育部考试中心 （教育
部教师资格考试中心） 颁发教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明， 有效期3年。

北京市教委制定过渡办法

新的教师资格考试及注册制度发布后，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教师资格证考试主要包
括由北京市教委组织的教育学、 心理学考
试， 教育教学能力测试以及普通话水平测
试。 考虑到改革前已有部分人员参加了北京
市教委组织的申请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 （幼
儿教育学） 和教育心理学 （幼儿心理学） 两
门课程考试， 并已通过至少一门课程考核。
北京市为这部分人设计了过渡办法。

北京市教委规定， 持有两门课程考试合
格成绩证书， 未参加或未通过教师资格认定
教育教学能力测试， 在2015年下半年仍可
按照改革前的认定办法申请认定。 持有一门
课程考试合格成绩证书者， 在2015年下半
年可补考另一门课程， 补考通过， 可按改革
前办法认定。

2016年起， 过渡办法终止， 中小学和
幼儿园教师资格的考试和认定工作一律按照
教育部的改革要求执行。 过渡对象也可以选
择参加改革后的考试与认定办法。 自2016
年起毕业的本科和专科毕业生必须参加改革
后的教师资格考试。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三年级以上学生， 可
凭学校出具的在籍学习证明报考。 教师资格
考试改革试点工作启动前已入学的全日制普
通高等师范类专业学生， 可持毕业证书直接
申请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 试点工作启动后
入学的师范类专业学生， 申请中小学教师资
格应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近年来， 北京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人数
逐年上涨， 去年达到3万余人， 考试通过率
约为10%。 （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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