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招生 就业招生 就业

周刊

今后———

建立长效机制规范高考加分

在社会舆论连续抨击不合理的高考加分政策、 教育

部门制定强制措施规范清理的背景下， 在今年的高考招

生录取中， 全国各地频出重拳， 采取切实行动大力整治，

其行动之迅猛， 清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不合理的加分

政策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高考招生中的公平正义进一步

得到彰显， 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

基础， 高考加分出现的腐败现象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

侵蚀着高考公平的根基。

2010

年年底， 教育部发文要求规范和清理名目繁多的

高考加分政策， 各地方省市积极响应， 治理高考加分乱象

的行动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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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高考加分乱象不再反弹

2011

年， 在教育部和各省市的协同努力和共同治理下， 大刀阔斧规范清理高考加分政策， 高招中的不合理加分政策和腐败现象从根本上得到

了遏制。 许多地方大幅度缩减了高考加分的项目与分值， 取消了一些社会争议较大的高考加分项目。 一些地方还规定不再出台新的高考加分政

策。 但是， 要让高考加分乱象不再反弹， 仍然需要在建立长效机制上多下功夫。

特别观察

高考加分政策

出台初衷是为了保

障高考公平， 但在

执行过程中， 加分

项目越来越多， 出

现了一些不合理不

规范的现象。 当前

必须彻底解决政出

多门、 项目繁杂的

问题， 逐步减少奖

励性加分项目， 加

大公开透明程度 。

图为考生和家长在

了解招生学校的加

分政策。

新华社供图

国家———

重点治理学科奥赛和体育加分

2010

年年底， 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发

布 《教育部、 国家民委、 公安部、 国家

体育总局、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关于调整

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

作的通知》， 对从

2011

年秋季进入高中阶

段一年级的中学生学科奥赛获奖者和体

育特长生两个高考加分项目作出调整 ，

并要求有关部门严格审查各地区的高考

加分项目。 这个文件的具体内容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参加全国中学生

(

数学 、 物理 、 化

学、 生物学、 信息学

)

奥林匹克竞赛获得

全国决赛一、 二、 三等奖的应届毕业学

生， 最高可以获得加分

20

分， 而获得省赛

区一等奖的学生不再具有高考加分资格。

参加重大国际体育比赛集体或个人

项目以及全国性体育比赛个人项目取得

前

6

名的中学生， 最高可以获得加分

20

分，

而全国性体育比赛集体项目获奖者不再

具有高考加分资格。

国家二级运动员体育特长生的高考

加分项目仅限于田径、 篮球、 足球、 排

球 、 乒乓球 、 武术 、 游泳 、 羽毛球等

8

项， 各省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不超过

2

个

强身健体项目， 除此之外的体育项目不

再具有高考加分资格。 黑龙江省在

2011

年

增加了符合其地理特点的冰雪项目。

加强高考加分的过程监控 。 要求省

级招生考试机构组织的统一测试须全程录

像， 学生测试成绩现场公布， 通过测试达标

者须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和其所在中学指定

地点公示， 公示无异议的学生方可获得高考

加分资格， 部分运动项目的省级统一测试标

准由教育部制订。

要求各省市清理地方性高考加分政策。

各省市须从加分项目是否合理、 照顾强度是

否合适、 约束条件是否增加、 监督管理如何

加强、 违规惩处如何加大等方面， 对本地区

现行的高考加分项目进行系统梳理和评估，

合理适度调减加分项目及分值， 提出本省市

系统清理规范地方性加分项目的意见， 报教

育部及相关部门重新备案同意后实施。

2011

年

3

月

8

日， 教育部发布 《关于做好

2011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再次强

调清理规范地方性加分项目， 并要求有关高

考加分项目由教育、 公安、 民族、 体育、 科

协等部门进行归口管理。

实际上，

2010

年已经有部分省市主动

清理社会争议较大的高考加分项目。 例

如，云南省取消了奥赛所有学科竞赛活动

获奖者的加分政策，福建、贵州、重庆、安

徽等取消了“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两个加分项目，北京市取消了“三模三电”

加分项目。 而今年以来，各地又从两个方

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治理。

缩减高考加分项目与分值。 以河北、

福建、 青海、 山西、 重庆等省市为代表。

河北省规定， 从

2011

年高考开始， 受省级

表彰的优秀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

学生不再具备高考加分资格。 从

2011

年秋

季进入高中阶段一年级的学生开始， 参

加重大国际体育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

取得前六名、 国家二级运动员

(

含

)

以上

称号的中学生由增加

20

分投档改为增加

10

分投档， 而奥赛省赛区获得一等奖、 参

加省级体育竞赛获单项前六名或集体项

目前三名的主力队员、 获得省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省授予 “教育世家”

称号报考师范院校的的教师直系子女 、

获省教育厅等

5

单位共同表彰的 “创业明

星” 称号、 全省职业学校技能比赛获一

等奖的高中学生， 不再具备高考加分资

格。

福建省将省级优秀学生 、 全国奥赛

省赛区一等奖或全国决赛一、 二、 三等

奖者、 科技类大赛获奖者、 少数民族学

生、 烈士子女、 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

(

含

)

以上或被大军区

(

含

)

以上单位授予

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等所有高考项目的

加分分值缩小至

10

分之内。

青海省招委在

2010

年就取消国家二级

运动员称号和参加全省运动会、 全省中

学生运动会个人项目前

6

名、 集体项目前

3

名的主力队员增加

10

分投档的加分项目，

并决定从

2011

年度开始， 取消全国奥赛省

赛区一等奖或全国决赛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者增加

10

分投档、 全国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

(

含全国青少年生物和环境科

学实践活动

)

或 “明天小小科学家” 奖励

活动或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一等奖、

二等奖者增加

10

分投档、 国际科学与工

程大奖赛或国际环境科研项目奥林匹克

竞赛中获奖者增加

10

分投档、 高中阶段

参加重大国际体育比赛集体或个人项目、 全

国性体育比赛个人项目取得前

6

名者增加

20

分投档等高考加分项目。

重庆市将所有高考加分项目的加分或降

分分值缩小至

10

分之内。

陕西省也把高考加分分值缩小至

10

分之

内， 规定获得全国奥赛省赛区一等奖或全国

决赛一、 二、 三等奖者、 获全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一、 二等奖者、 在国际科学与工程

大奖赛或国际环境科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中

获奖者及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的考生可

增加

10

分投档， 而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

数民族考生、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台湾

省籍考生、烈士子女降低

10

分投档政策。由此

可见， 这些省市不仅将教育部制定的最高可

以加分或降分

20

分的分值缩小至

10

分之内，

而且一些省市（如青海省）还取消了奥赛、科

技类竞赛、体育竞赛等获奖者的加分资格，改

革的力度相当大。

取消地方性高考加分项目。 如山东、安徽

等省市。山东省在

2010

年已全部取消了省内出

台的加分等照顾性招生政策，对

2011

年秋季进

入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取得相应资格后应严格

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执行，对于具备相应

加分资格的考生，可加分投档。 安徽省已经在

2010

年取消了省级优秀学生的高考加分，

2011

年的高考加分政策与教育部的加分政策保持

一致，不再出台本省的地方性加分政策。

地方———

取消争议性较大项目缩减分值

第一 ， 清理地方性高 考加分政策

应该作为规范高考加分政策的工作重

点 。 教育部发布的规范清理高考加分

的文件明显减小了各省市自行制定本

地区高考加分政策的权限范围 ， 规定

各省市仅能在教育部规定田径 、 篮球

等

8

项体育特长生高考加分项目的基础

上增加不超过

2

个强身健体项目 。 教育

部 在 往 年 招 生 文 件 中 规 定 ， 有 关 省

（市 、 区 ） 确需要增加的政策性照顾项

目， 须经本省招生委员会研究确定， 并

报教育部备案后方能向社会公布。 有关

省 （市、 区） 自行增加的政策性照顾项

目与分值仅适用于向本地区高校投档时

使用， 且分值不得超过

20

分， 同时不得

与其他项目分值累加。 个别省市借助于

与教育部高考加分权力下放， 为了实现

各自的利益而出台了名目繁多的地方性

加分 “土 ” 政策 ， 例如库区移民考生 、

博士与省级优秀专家子女 、 省级艺术 、

体育比赛获奖者、 高校教职工子弟、 非

典期间医护人员子女等加分项目等。 这

些因某个地区、 部门或特殊时期的需要

而自行制定的地方性高考加分政策， 严

重违背了高考公平原则， 容易引发社会

的公平危机。 应该取消这一授权各省市

制定地方性加分项目的条款， 因为高考

加分政策制定权的下放更容易导致高考

加分政策成为某些地方与部门为己谋私

利的工具。 所以， 出于维护社会公正的

考虑， 高考加分政策应由中央政府统一

制定， 地方和高校不应该出台各自的高

考加分政策。

第二， 应该明确规定可以获得高考

加分的全国性体育比赛的具体名称。 全

国性体育比赛是由教育部 、 国家体委 、

中国中学生体协举办的全国性比赛， 其

范围宽泛、 种类繁多， 包括全国运动会、

全国青少年运动会、 全国中学生运动会、

参加世界中学生体育比赛选拔赛以及全

国竞赛计划中安排的各种全国性体育比

赛。 原本国家体育总局、 教育部制定高

考体育加分政策的初衷是通过给优胜者

一定的加分来鼓励学生参加体育活动 。

但体育类高考加分已经演变为饱受众议

的高考加分项目， 社会各界对此争议极

大， 高考加分政策的合法性危机主要源

于体育加分项目。 据 《中国青年报》 报

道， 可以获得高考加分的体育项目高达

数百项， 令人惊愕。 国家体育总局把国

家一级、 二级、 三级运动员审批权授予

省体育局， 省体育局又把国家二级、 三

级运动员审批权授权给市级或县级体育

部门。 全国现有

231

个地市级体育行政部

门被授权审批二级运动员的权力。 在现

实中， 高考体育加分项目名目巧立， 以

足球为例， 可以审批国家二级运动员的

赛事就有

20

个 ， 例如全国足球学校杯

U15

、

U17

、

U19

等男子足球比赛， 全国

足球业余联赛总决赛等。 有些省规定， 达到

下列成绩标准之一就可以申请国家二级运动

员称号： 参加全国甲级联赛、 锦标赛、 女子

足球全国锦标赛和杯赛、 全国运动会决赛的

各队运动员； 参加全国乙级联赛的各队运动

员； 参加全国青年联赛的各队运动员 （申请

人数： 第

1

至

4

名的各队运动员， 第

5

至

8

名不

超过全队的

70％

， 第

9

至

12

名不超过全队的

50％

， 第

13

至

16

名不超过全队的

30％

）； 在各

省、 自治区、 直辖市锦标赛中获得第

1

至

4

名

的各队运动员 （申请人数不超过全队的

50％

）； 在各系统举办的全国足球比赛中获

得决赛的各队运动员 （申请人数不超过全队

的

50％

）。 有些所谓全国性体育比赛闻所未

闻， 这需要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这些名目繁

杂的全国性体育比赛项目进行详细区分， 哪

些赛项可以获得高考加分资格， 哪些不能获

得加分资格， 应该梳理后公示。

第三， 必须对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

事迹者的认定范围与认定标准、 认定程序等

作出明确规定。 由于对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

突出事迹者的认定缺乏统一标准和程序， 导

致各省市对此项目的规定存在很大差异。 多

数省市将见义勇为者认定为思想政治品德方

面有突出事迹者， 但各省规定存在差别， 如

吉林省对获得市 （州） 以上见义勇为称号者

给予加

10

分投档。 因此， 国家教育主管部门

有必要对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的

认定范围、 认定标准和认定程序作出较为详

细与明确的规定， 便于各省市参照实施。

第四， 组织专家论证是否给予农村子女

高考加分优惠政策。 由于国家长期实行城乡

二元结构政策， 农村子女在在经济、 家庭文

化、 学校教育等方面明显处于社会弱势地

位， 为了体现教育公平， 有必要对农村子女

给予一定的教育补偿措施， 国外许多国家有

对社会弱势群体实行高校招生优惠政策， 国

内许多省市也对农村子女实行加分投档政

策， 如海南省、 云南省对于农村人口独生子

女报考省内高校给予增加

10

分投档政策， 重

庆、 河北、 湖北等省市的农村独生女报考省

内高校可以降低

5

至

10

分投档录取。 但由于

农村子女的人数较多， 而且农村子女之间的

教育条件差异很大， 若按照户籍划分， 则对

那些在经济、 教育上有较好条件的农村子女

加分政策违背了公平原则。 因此， 是否对农

村子女给予加分优惠， 应组织专家进行深入

调查论证后再做决定。

虽然高考加分的不合理政策和规定得到

全面有力的清理， 但是还有个别省市在观望

等待， 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该继续研究完善

各项高考加分项目与加分分值， 在清理地方

性加分项目的同时， 完善教育部高考加分政

策的实施程序， 提高高考加分政策的透明

度， 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 形成一个能

连续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 才能更好地发挥

高考加分政策在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

展、 为高校选拔人才提供多元评价信息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

规范高考加分

各地在行动

●

教育部会同国家民委等五部委联合下

发调整高考加分通知称， 全国奥赛、 科技竞

赛获奖学生的保送资格被取消； 取得奥赛省

级比赛名次的加分资格被取消， 能加分的体

育特长生加分项目最多只有

10

项。 调整后

的新政策从

2014

年高考开始实施 。 同时 ，

教育部要求各省市系统清理高考加分项目，

合理适度调减加分项目及分值。 对有弄虚作

假行为的考生， 录取时不予投档。 对骗取高

考加分资格或企图冒名顶替入学的新生， 取

消其入学资格。

●

浙江省高校招生委员会、 省教育厅、

省体育局等部门联合发文， 对高考加分进行

大幅 “瘦身”， 包括体育加分、 学科竞赛、

思想品德等在内的所有奖励类项目高考加分

的分值均由

20

分降为

10

分。 所有申请体育

类加分的考生均须参加省级统一认定或测

试。 同时， 体育类高考加分项目测试将只有

田径、 篮球、 足球、 排球、 乒乓球、 武术、

游泳、 羽毛球

8

个项目。

●

甘肃省限定体育特长生加分测试项

目， 取消高中教育阶段获得省教育厅评定的

学生省级体育运动一级全国照顾加分项目。

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 参加重大国际体育比

赛集体或个人项目取得前

6

名； 全国性体育

比赛个人项目取得前

6

名； 获国家二级运动

员

(

含

)

以上称号并参加省级招生考试机

构组织的统一测试达到相应标准的学生， 保

留照顾加分项目。 省组织的测试项目限定在

田径、 篮球、 足球、 排球、 乒乓球、 武术、

游泳、 羽毛球等

8

项。 降低竞技类照顾项目

分值。 将竞技类的各项目含体育特长 、 奥

赛、 科技创新等的考生照顾分值降为

10

分。

调整后的新政策从

2011

年秋季进入高中阶

段一年级的学生开始适用， 在

2014

年高考

考生中实行。

●

广东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称， 广东高

考取消加分政策已经获得省招委会通过，已上

报教育部审批。确定后将向社会公布，

2014

年

实施。根据该方案规定，该省从

2011

年入学的

高中生、即

2014

年参加高考的考生起，体育尖

子加分将规范为田径、篮球、排球、足球、武术、

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等

8

个传统项目，其他获

奖加分资格，包括“三模”“三电”等将一律取

消，大幅减少加分项目和加分分值。

●

黑龙江省规定， 公布的各项照顾政策

只规定照顾投档， 是否被照顾录取需经招生

院校审查决定； 同时具备多项照顾条件的也

只能照顾一项； 如果招生院校在全省批次线

下降分录取， 照顾分数不顺延。 上述照顾政

策不适用于体育和艺术类招生。 在提前批次

录取的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 不考

虑对考生的各类政策加分。

依据专业特性备战艺考

■

贾婧

随着

2012

年艺术高考的日益临近， 考

生们纷纷进入了紧张的备战阶段。 在接

下来不到

3

个月的时间里， 考生们究竟该

如何复习备考才能事半功倍呢？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 中国高等院校

影视学会会长胡智锋表示， 艺术考试不

同于普通高考， 在具备一定文化课素质

的基础上， 它更偏向于考生对专业课的

理解。 考生想要快速提升自己的专业素

质 ， 考入理想的院校 ， 首先要讲方法 ，

根据专业的特性， 找到相对应的学习方

法， 同时还要对专业知识进行系统的查

缺补漏并根据所报考的学校和专业， 选

择合适的培训机构。

胡教授指出， 每个艺考方向的专业

课都有其相应的学习方法， 仅仅靠死记

硬背是行不通的。 如编导专业不仅考查

考生的知识面、 口头表达等能力， 还要

求考生有很强的理解能力， 能看懂每部

电影的中心思想， 能准确清晰地阐述人

物关系。 因此编导专业的复习就要有针

对性地扩展自己的知识面， 培养自己的

逻辑思维能力。 复习的时候要多看名家

的电影和影视点评， 模仿标准案例练习

故事和影评的写作能力。 同理， 其他专

业方向也要找到合适的学习方法， 通过

科学的、 有规划的、 理解性的复习才能

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平， 在艺考中脱颖而

出。

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 ， 胡教授还发

现， 考生往往无法从客观的角度评析自

己的能力， 也很难知道在专业课上到底

存在哪些缺陷。 他建议， 在最后的这几

个月， 考生可以寻找一位甚至多位专业

的指导老师来对专业课进行把关。 如报

考播音主持专业的考生， 可请老师对发

音、 语速、 语调等每个可能的薄弱点进

行系统的测试和针对性的查缺补漏。

针对市场上艺考培训机构标榜 “名

师授课” 比比皆是的现象， 胡智锋教授

提醒考生， 不能一看到 “名师” 就盲目

报名。 据介绍， 国内大多艺术培训机构，

即便是一些拥有多种艺术专业名师资源

的知名艺考培训机构， 也都还存在不同

的专业倾向。 因此， 考生们需要根据自

身所报考的院校和专业， 来选择专业对

口的艺考培训机构。

艺术考试

正在参加

2011

年艺术考试的考生。

新华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