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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生试听若干课程后， 再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选择专业。”

如何应对进错门、 选错行
“中外高等学府的两种制度带来的是两种

截然不同的专业人才培养氛围。 不少世界名校
对本科阶段学生的要求是从 “泛” 不从 “专”。

他们在招收本科生时并不急于设置专业门槛，

而是由学生进入学校、 试听若干课程和综合考
查之后， 再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选择专业。

原则上讲， 只要进了一个大学， 任何专业都可
以选， 只要通过考试的课程学分能够达到该专
业的毕业学分要求就可以拿到该专业的学位。

所以在国外， 常常有理科学生去修文科系所的
课程， 文科学生最终拿到的是商科学士学位。”

济南大学比较教育学专家张素玲对记者介绍
说。

然而话说回来， 照搬世界名校对于中国未
必就行得通。 在整个追求高效高速发展的形势

下 ， 市场的导向往往使民众趋之若鹜 ，

忽视对特质和个性的尊重和保护。 家长
都谆谆教导孩子们要现实一点： “有个
好专业才能有好职业， 进了好行业才可
能收获好事业。” 这种偏颇心理使人才培
养越来越失衡， 人才之于行业呈现分布
显著不均， 热门过热， 冷门爆冷的两大
极端屡见不鲜。 成绩一高马上就在选择
专业上占居主动， 成绩稍低就势必包揽
所有弱、 冷专业， 这么下去， 两极分化
只会加剧我国高校专业选择的不理性和
不均衡， 甚至就业市场人才分布的失调
和失控。

部属学校转专业还有一定自由度 ，

不少部属高校安排的转专业比例都在
10%

左右， 其中武汉大学规定， 学生大一下
学期和大二下学期可以参加转专业的考
试， 比例为

10%

左右。 南京大学的学生大
学二年级可以参加转专业的考试， 比例
为
10%

。 吉林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有转专业
的考试，跨学院、跨专业的比例为

7%

，学院
内部转专业比例为

10%

。 南开大学转专业
考试比例为

10%

。省属高校转专业非常难，

现在的问题是，“专业不对口”的学生多数
都在省属高校和地市高校，这与他们的考
分密切相关。不少省属和地市高校负责同
志说：“我们的自主权很有限。”

在采访中， 有关专家对此提出如下
对策 ： 一是在高校试行弹性学分制度 ，

在设定高考成绩为基本门槛的基础上 ，

部分专业可以通过学生选其他专业并通
过考试的形式取得学士学位。 二是引导
考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三是在高中开
设 “人生规划及职业规划教育” 选修课，

及早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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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来就郁闷了快
4

年。 早知道这样， 当初真该和家长抗争一下。”

填志愿完全由家长老师包办
记者发现， 即使在高分学生群体中，

无法选择自己热爱专业的也大有人在 。

在中国， 填报志愿不是考生一个人的事
情， 不仅全家上阵， 邻里亲友都会参与。

有的家长登门拜访请专业人士指点。 这
样选择出来的专业常常与学生的特质与
专长相悖。 学生入校之后学习一段时间
才发现， 所学习的领域竟是自己的短板，

满腹牢骚 、 沮丧失望可想而知 。 这种
“包办专业” 的行为最终伤害的还是学生
自己。

在上海一所著名大学的建筑学院 ，

我们见到了一位入学成绩很有竞争优势、

目前却因专业课成绩不合格面临延期毕
业的大四学生李启。

“当初我考了
660

分， 报自己满意的志
愿并不难 。 我很想去北京学工业设计 ，

可是父亲执意让我到上海学建筑， 这一
来就郁闷了快

4

年。 早知道这样， 当初真
该和家长抗争一下的。” 这个出身于建筑
师世家的孩子一脸的遗憾与惆怅， 似乎
看不到当年高考成功、 天之骄子般的优
越感。 然而父母的用心良苦着实也可以
理解。 父亲在建筑行业跌打滚爬了这些
年， 不论是资源、 人脉还是其他相关的
社会关系， 都能为他以后走向社会提供

坚实的后盾。 然而专业合不合适终究还是该
尊重学生本人的意愿。 五指有短有长， 每个
人的天分和潜质各异， 尊重人才首先应当认
识并尊重这种差异。 试想， 如果很久以前就
有 “择业包办”， 会出现鲁迅、 齐白石、 笛
卡尔、 莎士比亚等大师吗？

与辛仪相比， 李启让人有种 “伤仲永”

的感慨。 他不是没有才气、 没有见识、 没有
梦想的失败者， 他没有被繁重的学习负担打
败 ， 却在自己不擅长的学科面前折了腰 。

“不懂得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 大概是许多
将精力倾注在高考战场上的优胜者们始料不
及的 “通病”。

据北京某知名高校教务处的老师披露：

这样为专业所 “折腰” 的校状元 、 区状元
们绝不在少数。 年少懵懂， 一不留神就让
自己的前途处于一种被动的、 进退两难的
境地。

现实中， 对于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
只读圣贤书” 的学子们来说， 的确没有什么
接触专业介绍和职业规划方面信息的契机。

由于对自己的资质特长定位不准、 对各个专
业分支了解不足， 加之对整个社会、 整个市
场的人才需求前景把握不准， 导致他们自然
放弃选择专业的权利， 对父母的耳提面命听
之任之。

按类招生激活人才成长潜质
■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 张志成

重视专业兴趣培养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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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生张
国栋高考时填报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进校后对
法学产生了兴趣，要求转到文法学院法学专业学
习。 文法学院进行测评后批准他进入二年级学
习。一年后，他感觉到法学专业不适合自己，遂要
求转回原专业学习。他转回后珍惜来之不易的学
习机会，在老教授杨尧忠的指导下开始学习经济
论文写作。 他发现大城市房价暴涨，远远超出了
市民的购买力，于是写了一篇《我国房价问题的
博弈———对部分官员房价观点的评析》 一文，

数易其稿。 这篇文章终于公开发表。 张国栋接
着撰写了 《我国房价问题的博弈———对部分房
地产开发商房价观点的评析》。

在
2009

年湖北省第七届 “挑战杯” 大学生
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中，他的《房价博弈问题的系
列研究》获得了三等奖。

今年
6

月中旬， 张国栋参加了四川省成都
市全友家私的华中地区招聘会， 以发表的系列
获奖文章和出色的表现被该公司提前录用。

按学科大类培养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对入学新生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 新生填报高考志愿，“自己决定
的”约占

44%

，“父母决定的”约占
10%

，“其他亲
朋好友建议的” 占

14%

，“以上三种情况的综合”

占
25%

，“稀里糊涂填报的”约占
7%

。

新生为何还要转专业 ？ 从对新生的
调查来看， 主要是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
录取专业并非第一志愿， 二是填报后又
后悔了， 三是专业非考生本人选择。

其实， 针对新生填报志愿难的实际
情况，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积极进行
招生改革， 推行按学科大类招生的新举
措， 保证新生找到适合个性发展的专业。

按学科大类招生是指将相同或相近学科
门类按一个专业大类招生。 考生填报志
愿时， 直接填报该大类名称即可。

该校教务处负责人介绍说 ， 根据以
往经验， 细化专业招生并不利于考生填
报志愿。 若按专业招生，学校每年数十个
专业对外招生，造成生源计划分解难度加
大， 不少专业在一个省只招一两个人，考
生选择难度大。专业过细的另一个问题是
毕业生知识面较窄，难以适应市场对复合
型人才的需求，就业竞争力弱。今年该校
按计算机、电信、建筑工程、生物技术、经
济管理、文学、法学、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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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科大类
招生，可免除学生选专业的烦恼。

引导学生规划未来
新生入学后，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

校按学院学科大类打通培养一年， 学习
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 为了避免学生
盲目转专业，该校在大一上学期还开设了

《专业导论》课程，将其纳入教学计划，选
派教学经验丰富的专业教师讲授，帮助大
一新生准确理解自己就读专业的人才培
养定位、主要课程、就业方向以及在专业
领域内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和能力，从而
引导学生规划未来的职业。

为了规范学生选择专业，武汉科技大
学中南分校出台了《关于学生申请转专业
的暂行办法》。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有

3

次转
专业的机会，第一次是新生入学报到期间
申请转专业由招生办公室负责办理；第二
次是在讲授《专业导论》课程后，学生可在
学院内申请转专业；第三次是在学生按学
科大类培养一年后，允许少部分学生申请
转专业。学生申请转专业，原则上在学科
大类内（理工、文法、经管、艺术）进行。个
别学生确有某方面特长或对某学科 （专
业）有浓厚学习兴趣，转专业更有利于其
发挥专长，由转入学院对其特长进行综合
测评后，可申请跨学科大类转专业。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副校长吴开
胜教授说，该校践行成功素质教育的办学
理念，推动专业素质教育与非专业素质教
育同步发展， 要求学生学好一个专业，掌
握专业技能，培养成功素质。按学科大类
招生、培养，然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
和目标选专业， 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促进学生成功成才，就业空间更大， 符合
教育和人才培养规律。

拓宽人才
培养的进口

■

云南师大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研究院
冯用军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2020

》 提出， 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和
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和人才培
养质量。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观和人才培养观
要适时发生战略转移， 更新大学、 教师的学
生发展观， 尤其是拓宽人才培养的进口。

从今年开始， 河北省高校新生入学不分
专业， 绝大多数高校将选择部分院、 系实行
按类招生： 即同一专业类招收的新生入学时
不分专业， 按专业类先进行一个阶段的基础
课程学习， 一年或两年后再根据人才市场需
求情况进行专业分流。 河北省教育厅要求，

除少数确实不适合按类培养的学校或院、 系
之外， 绝大多数学校都要选择部分院、 系实
行按类招生。 除了河北省外， 许多大学如武
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 宁波大学、 东华大学
等高校也有部分专业按类招生。

打破学科专业壁垒， 实行学校招生、 按
类培养， 是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新探索。

改变传统按院系专业招生的录取模式而统一
为学校招生， 招来的学生不再是某院系某专
业的学生

,

而属于这所学校的学生。 只有学
生按照学分制要求毕业申请学位时才可能明
确其院系专业。 这样做一方面是践行“以生
为本” 的理念， 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爱好， 尊
重他们的学习权和选择权。 另一方面可以使
传统的高教资源按院系分配、 按科研绩效配
置转为优先向本科教学分配、 向优质课程配
置。 我们要学习借鉴西南联大的做法， 在第
一、 二学年全校通识课程安排上， 既允许多
位教师开一门课程， 也允许一位教师开设多
门课程， 更允许多位教师合作开设一门课
程， 学生按学分交费、 在导师指导下自主选
课， 学校人财物力资源向课程设计优、 教学
质量高、 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倾斜。 在第三、

四学年课程安排上， 要打破学科专业藩篱，

实行跨专业选课， 引导学生主动适应学科交
叉融合的时代趋势。

当然， 作为负责任、 民主的大学， 既有
按规定劝退或淘汰学生的权力， 也应该允许
学生有选择专业、 休学、 退学的权利。 想当
年， 偏科的钱伟长由文学转向物理而成为中
国力学奠基人之一、

Fritz London

（弗里
茨·伦敦） 由哲学转向物理而成为量子理论
原创者之一。 如果他们没有当初的再次选择
专业， 相信世界科学发展史上就会缺少两座
巍峨的丰碑。

特别观察

新生入学，何时不再进错门选错行
被调剂到不愿学的专业， 家长老师包办填志愿

,

稀里糊涂不懂专
业……种种原因使得一些大学新生走进了大学校门却选错了专业。

在
9

月初大学新生入学之际， 在激情和快乐洋溢的大学校园里， 这
些新生手里拿着入学通知书， 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

每年大学新生报到时
,

都有一部分“进错门、 选错行” 的学生
,

表
面上看似乎是考生填报志愿的失误

,

但其深层原因是什么？ 招生机
构、 高校应当如何应对这种现象， 将这种失误减到最低程度， 甚至
完全消除呢？

细化专业招生不利于考生填报志愿，难以适应市场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

本报记者 张兴华

这两天， 大一新生报到之际 。 充满
朝气、 踌躇满志的学子们背着行囊、 匆
匆走进向他们敞开大门的高等学府。 校
园里到处充溢着青春的浪漫和激情。 来
自聊城的辛仪就在这群孩子中间。 由于
没有被录取到理想的专业， 拿到通知书
的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每年像辛仪这样 “有书读” 却与 “心仪
专业” 失之交臂的大学新生大有人在 。 记
者采访了解到， 这些新生中有相当一部分
人对自己的专业不满意。 而一些高校 “转
专业难 ”， 更是加剧了他们的苦恼 。 “进
错门、 选错行” 表面上看似乎是考生填报
志愿的失误， 但其深层原因是什么 ？ 招生
机构 、 高校应当如何应对 ， 将这种失误减
到最低程度， 甚至完全消除呢？

“很想转专业， 给学校打过好几次电话， 但都是一个答复： 无法转。”

分数不争气不得不去调剂专业
8

月
5

日， 在乡亲们的赞叹声中收到省
重点高校录取通知书的辛仪无疑是矛盾
的。 “没到晌午， 邮递员就把快递送到
家门口了。 儿子有学上， 还是重点大学，

当家长高兴啊， 这些年读书写字没白忙
活！ 可小子还是闷闷不乐， 他一直想学
材料化学， 分数差

6

分， 最后只能调剂到
该校的通信工程专业， 其实通信工程专
业相当不错了 ， 可他的心完全不在那
里。” 辛仪的父亲说。

许多高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通常怀
有如此期待： 学校要好， 专业要强。 事
实上， 对于仅超过学校投档线几分的学
生来说， 被录取已是最好结果， 至于炙
手可热的专业往往只能因成绩所限而望
洋兴叹 。 “当时就是冲材料化学去的 ，

从初中起我就喜欢学化学做实验， 老师
一直鼓励我学材料 ， 况且这也是热门 。

对于通信工程， 我真的不感兴趣。” 辛仪
低着头， “挺想转专业， 给学校打过好
几次电话， 但是答复都是一样的： 无法
转。” 对于落榜生来说， 辛仪无疑是幸运
的， 然而对于一个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

他又是无奈的， 这也许意味着将在
4

年乃
至更长时间里不得不埋头于一个自己并
无兴趣的行当。 不难想象， 他带着这样

的情绪以后的日子是难熬的。

“对专业没有兴趣， 迟迟进入不了学习
状态的学生， 不论是专业成绩、 综合发展还
是价值观塑造等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
响。 心理学上称这种现象叫做前摄干扰。 没
有良好的开端， 就很难有积极的发展和乐观
的结果。” 齐鲁师范学院的心理专家苗军英
介绍， “在高校有挂科记录的学生中， 因不
喜欢所学专业导致无心向学的高达

61.5%

。

他们通常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恐慌中———越是
没兴趣就越不想学， 带来的后果是成绩越来
越糟， 对专业越来越打不起精神。” 没有了
动力， 哪还谈得上主动钻研， 有所创造？

在高校 ， 通常被调剂专业的学生可谓
“进了校门， 没进教室”。 不少人会选择以一
种 “敷衍塞责，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的麻
木状态接受专业教育。 这样的消沉状态带来
的直接结果自然与热爱专业并乐于主动钻研
的学生相去甚远， 甚至无法顺利完成本科阶
段的学习任务。

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刘
承波说： “学生对专业的热爱关系到高校教
育的质量和效率。 进入不愿学的专业， 不仅
是对教育资源的消极耗费， 对于人才培养也
是缺乏效率的表现。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包括
让人民的子女接受适合他们的专业培养。”

“这样煎熬下去就崩溃了。 现在我已经别无选择， 只好退学重考。”

只要有学上就行，哪敢挑什么专业
“连学校都是被调剂的， 还怎么挑剔

专业呢？” 这是就读于东北一所体育学院
的大二学生孔彤彤参与调查时发出的诘
问。 据了解， 性格内向的孔彤彤自小学
起就显示出很强的动手能力。 她的手工
作品常常在学校、 县市得艺术奖项。 初
三时参赛的泥塑作品 《铿锵玫瑰》 在全
省素质教育成果评选中获得二等奖。

“

2008

年高考， 我考了
569

分———一个
比较尴尬的二本成绩 。 因为缺乏经验 ，

只凭自己的爱好填报了山东科技大学 、

沈阳工业大学等几所学校。 结果因第一志愿
没被录取直接坐了 “滑梯”， 与所有志愿中
的学校擦肩而过， 最后只能接受调剂， 到这
所学校读了旅游管理专业。 拿到通知书的时
候， 我就想起举着小旗一直喋喋不休的导
游， 太痛苦了。 我的性格完全不适合学旅游
管理。我家没有条件再复读一年了，只好硬着
头皮，军训前一天才去学校报到。”

面对不喜欢自己专业的学生， 亲朋师长
也肯定少不了开导、 劝慰， 却常常收效甚
微。 毕竟无法体会到当事人的苦衷， 勉强劝

无奈的选择。 苏路作

新生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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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诫终归不是上策。 对于这类上哪类学校都是调
剂之后才录取的学生， 哪怕是收到通知书大多
也不尽人意。 对于像孔彤彤一样入学两年还没
有完全适应和接受专业训练的学生来说， 真有
点强其所难了。 好一点的还可以尽量通过考
试， 课余参加些自己感兴趣的辅导课程， 差一
点的就干脆完全放弃、 放任自流了。

在采访烟台市一所大学时， 记者见到来自
甘肃的考生沙润芝。 她说： “家乡是一望无际
的戈壁， 过去缺水短粮， 可以说是穷乡僻壤。

我从小的理想是学水利、 学生物， 让家乡改变
模样。 我在初中时曾写过一首诗歌 《让戈壁变
为绿洲》， 被语文老师推荐登在学校的黑板报
上。”

去年高考使沙润芝的理想受到很大的挫
折。 她报考的河海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
农业大学都没有来通知书， 最后被调剂到驻烟
台的一所高校的商务英语专业。

她悄悄地向记者透露： “这样煎熬下去，

我所爱的专业是越来越渺茫了。 现在我已经别
无选择， 只好退学重考。”

“像孔彤彤、 沙润芝这类学生虽然比例不
是很大， 但他们的思想 、 心理 、 学习等方面
受到很大的影响 。 他们去的学校和专业都不
称心如意， 更容易逆反， 做出偏激的事情 。”

山东经济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李国强教授对
记者说。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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