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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招生顺利收官——

为了 457 万考生的硕士梦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4 月初，吉林省长春市会展中心 5 号方舱医院传来好消
息，在方舱内完成考研复试的小孙已经被武汉大学拟录取。
单独腾出一间处置室做复试场地、搭建专用网线、传授
复试技巧、进行心理疏导……这不是小孙一个人的战斗，背
后还有一群人在守护。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史上考生规模最大、
情况最复杂的一次研考。报考人数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初

试、复试均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影响，对考试命题、试卷运
送、考场设置、物资设备、人员防疫等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2022 年研考组织工作。考前，国
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浙江、陕西等地调研，开考当天又对全国
面上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再推动。教育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考前，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教
育部副部长翁铁慧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全面部署研考准备

3 保证“云复试”公平公正

1 困难前所未有

新增 80 万名考生，3600 余个考点，
疫情突发

2022 年研考是疫情以来的第三次，但比前
两年的情况更复杂，对组考工作最大的挑战和风
险就是——突发疫情以及带来的不确定性。
与其他类考试不同，研考组考工作十分复
杂，试卷是其中最重要、最复杂的一个环节。
教育部门要为每个考生定制“统考科目+自命题
科目”试卷组合，并在考前“点对点”、如期、
安全寄送至遍及全国的 3600 余个考点。其中任
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考生都无法正常、完整
地参加考试。
2022 年全国统考试卷有 24 种，命题教师需
要“入闱”命题。但就在“入闱”前，部分命题
教师因当地疫情防控政策临时调整，无法如期参
加命题。何时能够解封，情况不明……
自命题试卷由各招生单位命制。2022 年，全
国共有 800 余家招生单位，自命题试卷达到 2.7 万
余种。在高校即将完成命题的时候，
因疫情影响，
承接自命题试卷运送的邮政机要火车邮路几乎全
面停滞，被迫改为汽车邮路。而且，由原来的直达
线路，改为省域接驳，运输时长不确定……
2022 年 全 国 研 考 报 名 人 数 达 457 万 ， 比
2021 年增加 80 万，增幅 21.3%，报考人数和增

量均创历史新高。教育部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因报考人数激增，各地需增加大量标准化考场和
备用、隔离考场，必配的防作弊设备、防疫物
资，额外遴选并培训大量考务人员，短时间内如
何解决较大缺口？
研考生，有一半是非在校生，工作、生活
流动性比较大。今年考前，内蒙古、浙江、北
京、陕西部分地区防控升级，部分考生滞留在
封控区无法赴原报考点考试，部分封控区外
的考生无法返回封控区内原考点考试，怎
么办？
考试临近，西安疫情处于暴发期，
管控措施不断升级，负责考试组织管理
的省考试院被封闭、部分工作人员被
隔离，组织调度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长安大学等高校考点因被封闭而无法
使用，校外考生“进不来”；社区封闭
管理，公共交通停运，大量考生“出不
去”；大量西安外考生无法按计划进入
西安考试，部分滞留西安的考生无法离
开，等等。各类突发情况交织，组考工作
变得异常复杂，短时间内怎么组织？

2 确保初试“应考尽考”

协调面试场地，规范全过程管理

考生、考场、试卷是组织考试的最核心的 3
个要素。但是，“疫情的不断变化使部分考生和
考点一直处于不确定性状态，一直在调整，考
生、考点和试卷匹配工作一直持续至考前最后一
刻。”教育部相 关部门负责人说。

①

各地通力合作，不放弃任何一名考生

考生李旭，是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
院在隔离病房工作的一名医生。疫情防控吃紧，
他主动请缨自愿进入隔离病房工作。然而，初试
在即，却因防疫形势升级被延长隔离时间，李旭
焦急万分。
为了不让“逆行者”考生错过考试机会，连
云港市教育考试院主动对接，经江苏省教育考试
院审批、连云港市卫健与疾控部门综合研判，在
赣榆区人民医院隔离病区启用防疫隔离考点，李

生都可按既定方案安全参加考试。
各地主动出击。北京市启用了 16 个备用考
点，全市共设 5724 个考场。江苏省共启用 222
个备用隔离考场，另有 72 名考生在 34 个隔离点
增设的临时考场参加考试。广东为 169 个正常考
点全部“一对一”设置了平移考点。四川省共新
增报考点 3 个，新增扩建考位约 5 万余个。上海
市成立了市教委牵头，市卫健委、市防控办、市
疾控中心等多部门协同参与的研考防疫专班，组
织考务工作人员 1.2 万余人。除常规考场外，还
增设了 84 个备用考场，185 个备用隔离考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安排专人为唯一一名新冠肺炎
确诊考生送考到“医院考场”。
滞留考生参加考试的问题十分棘手，临时调
整考点会面临无考场可接纳和无题可考的难题。
对此，教育部开展专项部署，明确职责分工、工
作流程和工作要求，要求各地各招生单位通力合
作，确保考生在滞留地顺利参加考试——临时
“借考”机制就此产生。
23 岁的赵怡静，在洛阳工作，今年报考了
西安美院的研究生。临近考试，西安突发疫情，
让她放弃了赴西安考试的想法。
没想到，考试前几天，赵怡静先后接到了陕
西省招办、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市招办等工作人
②
员的电话，得知已为她准备好了考试地点，并发
来了考场信息。
“没想到为了自己考试，那么多人在努力，
旭顺利参加了考试。
我也不能轻言放弃。
”最终，赵怡静顺利参加了
不放弃任何一名考生。为解决试题命制和运
考试。
送难题，教育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确保命
万里接力调运试卷的故事在不断上演。四川
题“入闱”工作如期开始、高质量完成。积极协
省教育考试院主动对接浙江、陕西等省份，就四
调承担机要运输的部门，优化运输方案，第一时
川滞留外省考生申请跨省借考事宜进行沟通协
间协商解决机要无法进入“封控地区”的问题，
调，就滞留考生自命题试卷调配运送进行紧急安
全程加强调度，确保了考前所有自命题试卷安全
排。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与 13 个省
送抵各考点。
区教育招考部门和 30 多个招考单位联动配合，
面对复杂的考点、考场需求，教育部在考前
在 20 天内累计行程几万里，将一份份试卷及时
专门部署，要求各地提前准备“平移考点”“转
安全送达考点。其中，为了一名考生，湖南中医
移重置考点”
“封闭管理区域内原设考点”“封闭
药大学和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的工作
管理区域内重置考点”等特殊考点和“医院考
人员跨越近 3000 公里接力运送一份试卷。
场”“集中隔离点考场”等特殊考场，精准规范
在教育部协调下，各省 （区、市） 联动，通
做好防疫和考试组织工作，确保每一类情况的考

工作、实地检查指导。考中，翁铁慧在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
心全程指挥调度，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妥善处置突发事件。
全国教育战线勠力同心，多部门通力合作，打赢了这场
疫情防控背景下的研考组织攻坚战。据各地各有关部门通
报，2022 年研考防疫组考工作未发生因疫情传播无法组考或
因组考引发疫情传播的情况，研考初试、复试顺利收官，实
现了“应考尽考”
“平安研考”。

过临时增加考点、重新编排考场、异地调卷等措
施，首次探索并成功实施了大规模异地借考，为
1322 名滞留全国各地的考生顺利组织“跨省借
考”
。
不让任何一个省份掉队。针对陕西省研考组
织工作受疫情影响而暂停的突发情况，教育部考
前与陕西省会商研考组织方案，确定了9类不同考
生的组考方案。考虑到陕西的实际困难，教育部
直接接管陕西滞留在外省考生的借考工作，安排
滞留在25个省份的144名陕西考生就地参加考试。
陕西省教育厅组织 26 所高校的 468 名党员
干部和教职工作为联络员奋战在 235 个封控区。
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长安大学考点，不仅有
4957 名校外考生无法进校考试，还有 3834 名考
生滞留在校内，包括校内考点考生、报考校外考
点的本校学生以及因封校滞留校园内的社会考
生。陕西省统筹省内各方力量，分类施策确定组
考方案。西安汽车职业大学主动请缨，承担支援
长安大学保障任务。作为执行校长，雷亚萍义无
反顾地带着一支保障团队“逆行”进入隔离点考
场，正如她在出行前对团队提出的要求，
“我们的
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确保长安大学集中隔离点考
生一个都不少地正常参加考试”
。最终，在各方努
力下，无法进入长安大学考点的考生，在西安交
大城市学院设立的临时考点考试；无法到西安的
考生，在省内西安市外借考；长安大学在校内设
置了 113 个普通考场、18 个隔离考场、10 个单人
单间考场，在校外 26 个集中隔离酒店设置了 262
个单人单间，
“一对一”送考。
各考研点也精心组织，
筑牢抗疫保障防线，
让
考生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温暖”
。考前，
多数省
份都发布了
“致考生的一封信”
，
提醒考生放松心态，
诚
信考试，
舒缓考生焦虑情绪。浙江先后开通了16条咨
询热线，
及时解答考生疑惑。西安翻译学院为校外考
生提供免费住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组织动员800
余名师生党员冲锋在考研保障工作第一线。
2022 年研考期间，全国共安排 17 万个考
场，其中备用隔离考场 1.3 万余个；安排监考人
员 37.8 万余人，其中为防疫新增 3.1 万人。疫情
下实际参加考试的考生比例高于去年。

2022 年研考复试前夕，吉林、上
海、陕西、辽宁、广东等地连续发生疫
情，传统的线下集中复试无法组织。教
育部在总结前两年疫情组考工作经验的
基础上，部署各地各招生单位坚持“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最
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复试工作的影响，确
保复试工作的安全性 、 公平性和科学
性。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指导下，各
招生单位经反复研判 ， 均采取了线上
“云复试”
。
“考研复试在即，自己一方面担心复
试表现不好，同时也为复试场地发愁，
学校及学院得知我们的情况后，不仅安
排了专门的复试专用教室，还组织复试
辅导会耐心指导，让我可以静下心来备
考。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2018 级张同学说。
针对考生面临的复试场地环境
差、双机位设置不便、网络环境不稳
定等难题，各高校纷纷行动起来。华
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协调出学院 16
间教室、会议室、办公室为复试专用
室。西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长安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高校紧急
开放教研室、实验室、办公室等场
所，加装双机位摄像头等设备，改造
成独立、专业的“网上复试专用
室”。江南大学无锡医学院还通过举
办考研分享会、设立考研休息室等方
式，为考生提供保障。上海财经大学
研 究 生 院 及 15 家 学 院 （所） 总 计
800 余人次教职员工参与本年度复试
工作，全校共计开展 212 场次正式复
试及测试演练工作，确保 1839 名考
生顺利完成了复试。
复试前，吉林省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肆虐，招生单位属地全部实行静态
管控。对此，教育部专门协调吉林省教
育厅、考试院，指导有关高校成立专项
工作小组，全面摸排考生信息，妥善解
决考生考试需求。吉林省教育厅、考试
院指导各高校，为在校隔离考生安排复
试场所，为在方舱医院隔离的考生集中
安排“方舱医院考场”
，特别为吉林农业
科技学院参加复试的 4 名学生协调 4 辆
救护车作为线上复试考场，保障考生顺
利参加复试。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倒春寒”，同
样让上海市的研考复试受阻。上海市教
委和市教育考试院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部署、协调、指导各招生单位完善复试
方案，统筹做好集中复试防疫和分散复
试规范管理工作。同济大学专门制定了
《2022 年同济大学研究生网络远程复试
工作导则》 等文件，对复试工作流程、
网络安全、考生和专家端管理等进行细
化、优化和规范化，确保“云复试”安
全规范开展；在学校实施校园疫情防控

动态管理的特殊情况下，积极协调校园
周边的两家设计院，将内部会议室改置
成线下主考场，加强统一管理。
为确保“云复试”的公平公正，教
育部要求各招生单位认 真落实 “一平
台、两识别 、三随机 、四 比对”等措
施，规范复试工作全过程管理。中国传
媒大学等高校普遍采用考生远程、考官
集中的在线复试方式，通过“招生远程
面试系统”
，考生在“双机位”模式下参
加复试， 一个机位近距 离拍摄考 生正
面，用于完成师生在线交流；另一个机
位从考生侧后方拍摄，用于监控考场环
境。同时，学校通过“招生远程面试系
统”实现云端录音录像及巡考，随时监
督复试的进行并实现视频回放。同济大
学、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等高校的纪

③

委联合研究生院进行线上巡考，共同确
保复试工作规范有序、公平公正。
招生单位一致认为，
“云复试”既满
足了不同高校 、不同专 业 人才选拔要
求，又减少了人员大规模流动，降低了
疫情风险，满足了不同地区疫情防控的
要求。考生也普遍反映，“云复试”省
时、省钱，也很规范。
2022 年研考，无论初试，还是复
试，都在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
下开展，教育人没有退缩，迎难而上，
与时间赛跑、和病毒较量，全力守护每
一名考生的梦想，打赢了这场史上最难
研考组织攻坚战，成功守护了 457 万考
研人的梦想，实现了 2022 年研考圆满收
官。
一名在西北工业大学考点参加考试
的考生给学校留言写道：“我已经无法用
语言表达自己的感谢，这次难忘的经历
会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我
会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回报社会，帮助他
人。
”这正是教育的初衷和力量。

①2021 年 12 月 25 日，考研当天，防疫工作
人员为考研学生测温。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②2021 年 12 月 25 日，西安外国语大学考点
的送卷老师将考研试卷送往一名被集中隔离考生
所在的隔离酒店。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③湖南长沙中南大学为学生准备了多个网络
面试间，图为学生在进行面试。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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