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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第四届自考

校园文化节举办

由湖北省教育考试院主办的、 以“开放

的文化， 健康的生活” 为主题， 历时一个多

月的湖北省第四届自考校园文化节日前在湖

北中医药大学举办首场活动。 这场活动是由

全省自考学子自编自演的文艺晚会， 分为

“楚风” 和“龙文” 两大部分。 晚会既体现

了荆楚风情， 又反映了自考文化。 节目内容

丰富、 形式多样、 主题健康， 包括舞蹈、 合

唱、 器乐演奏、 魔术、 相声和服装表演等多

种形式， 表达了自考生对开放的自考校园文

化和健康生活的热爱， 体现了自考生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

湖北是自学考试大省， 自1984年首次

开考以来， 累计有1000多万人次参加自学

考试， 100多万人取得专、 本科毕业证书。

2011年全省开考211个专业， 在籍考生150

多万人。 长期的办考实践使湖北自考人认识

到自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他们首次提出了

“自考校园文化” 理念， 并于2006年推出首

届以“自学考试———没有围墙的大学， 终身

教育的平台” 为主题的文化节， 之后又于

2008年和2010年举办了主题分别为“放飞

理想”、 “感悟人文魅力， 绽放绚丽青春”

的第二届和第三届自考文化节。 自考校园文

化节体现了“育人为本” 的理念， 是建设自

考校园文化的重要平台， 是实现自考生全面

发展的重要途径， 被广大自考学生誉为“自

己的节日”。

这一届自考校园文化节历时一个多月，

将开展才艺展示、 艺术作品展、 “写一封家

书” 等系列大型活动。 6月初， 还将在武汉

科技会展中心举办湖北省自考毕业生专场招

聘会， 凡湖北省自学考试毕业生 （或将毕业

的考生） 均可凭相关证件免费参加。

（本报记者 于建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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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以新能源、 新材料、 物联网等产业为代表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

本科专业的设置， 教育部公布的高校新设置的本科专业， 以及同意新设或调整的本科专业， 充分体现了这一趋

势。 许多考生看准了这一点， 把自己的专业理想和国家的战略发展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

2011年自考总规模

2080万人次

2011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总

人次达2080万， 较上年增加10万， 上升

0.5%， 总规模呈现平稳发展态势。 其中， 学

历教育报考922.7万人次， 非学历教育报考

1157.7万人次。 截至2011年年底， 全国历年

参加自学考试学历教育累计有近5726万人

（不计重复）、 2.26亿人次， 累计报考科次约

5.31亿， 累计培养本、 专科毕业生1050万

人； 参加全国统一非学历考试累计6599万

人次， 约2235余万人获得各类证书。 这是

日前在武汉召开的2012年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宣传工作研讨会上透露的消息。

据会议透露， 2011年全国共开考822个

专业， 其中专科层次专业428个， 本科层次

专业394个。 全国共有688所高校担任主考

学校， 与15个部委、 行业合作开考39个专

业。 全国31个省 （区、 市） 报送1606个社

会助学组织信息， 注册学员181余万人。

与会者认为， 自学考试当前形势严峻。

一方面， 整个考试环境不容乐观， 高等教育

大众化趋势明显， 各类开放性教育、 继续教

育形式不断涌现等都对自学考试的发展提出

了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 《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提出

的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建立学习型社会为自

学考试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 自学考试多

年来坚持“宽进严出” 的教学模式确保了自

学考试的信誉和质量。

当前， 要加快自学考试的改革和结构调

整： 第一要加快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第二

要加快考试内容、 考试方法和考试技术的改

革； 第三要积极探索学分银行的建设； 第四

要大力发展非学历教育。 教育部考试中心党

委书记刘军谊出席会议并讲话， 来自17个

省、 自治区、 直辖市自考办的40余人参加了

会议。

（本报记者 于建坤）

何时不再出现挂吊瓶备考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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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前总有一些家长、老师想方

设法给考生增补营养，有的让考生服用药

物，有的给考生添加营养品，这种做法的

初衷就是为了使学生在高考中精力充沛，

考出高分数，能上理想的大学。 在高考冲

刺阶段，适当地给考生增补一些营养可以

理解，但走火入魔就可笑了。 日前网上传

出湖北孝感一中一个普通高三班教室内

多名学生挂吊瓶输氨基酸的照片，画面呈

现挂着吊瓶备考苦读的场面。 这种群体性

的“超常增补”的做法是否对学生考试有

益，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总体看来

有些过分且存在风险。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根源在于应试

教育。 应试教育是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

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机制。 社会上就业要

靠学历竞争， 学历竞争自然涉及升学竞

争， 升学竞争又归结到考试竞争， 考试

竞争又落实到分数竞争， 考得好分数才

能进入好大学 ， 才能获得理想的文凭 ，

有了理想的文凭才能获得理想的工作 。

正是这种社会环境和土壤使应试教育大

行其道， 于是社会上与之相应的各种考

试泛滥盛行 ， 为了获得好分数各种应

考、 备考的方式和手法便应运而生， 高

考前 “超常增补” 的做法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产生的 。 避免考生 “超常增补 ”

现象的发生， 必须从改变应试教育做起，

一要正确认识， 二要转变观念， 三要创

新考试。

一、 正确认识应试教育 。 随着社会

的发展和变化， 应试教育凸显出的弊端

越来越多， 其中最主要的是束缚学生自

由、 全面、 健康发展， 导致教师、 学生、

家长为考试而教、 为考试而学、 为考试

而奔波， 导致教育培养全面发展合格人

才的社会职能发生偏移。 为了改变这种

状况， 党和国家已经提出了以提高民族

素质为宗旨的素质教育。 由应试教育转

变到素质教育需要过程， 需要时间， 教

育模式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这一转变还需要相应的措施和手段， 现

阶段一是要推进新课改的成功实施； 二

是加快改革创新与之相适应的考试制度。 这

两者达不到协调统一， 应试教育就难以退

出， 素质教育也难以落实。

二、 转变教育观念。 要树立培养全面发

展人才的教育观， 要认识到教育改革是提高

全民族素质的大事， 人人都要关心， 上下都

要重视。 教育行政部门要把 “全面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 当成评价学校办学成功与否的

重要标准， 学校要把 “保护孩子的天赋不受

伤害” 作为首要职责， 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

实践中学习、 发展和成长， 教师和学生家长

要把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 培养学生的想象

力、 创造力和动手能力放在首位， 为孩子一

生的发展作准备。 当前， 一些地方受考试制

度的制约， 依然在应试教育的模式里徘徊，

要真正把素质教育观念融化为自己的观念。

三、 创新考试机制。 创新考试机制包括

管理体制、 制度建设、 形式选择 、 内容设

计、 科学研究等方面 。 以高考为例 ， 它涉

及人多， 影响面广， 对整个教育的发展具

有举足轻重的导向作用。 因此 ， 高考需要

去掉不合理的成分， 增加合理成分 ， 需要

改革创新。 但不能要求高考改革能一蹴而

就， 也不能想象一套全新的高考制度很快

就会诞生。 当前需要的是要有大的改革动

作和力度， 要组织力量大胆试点创新 。 只

有这样才能逐渐弱化应试教育的影响 ， 迎

接素质教育的春天， 考生“超常增补” 的现

象就会自然消失。

（作者为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

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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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增专业备受考生青睐

■

洪傲

日前， 教育部公布了高校新设置的本科140个

专业， 大都集中在新能源、 新材料、 物联网这些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紧接着， 教育部又公布了

2011年度高校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 同意新

设或调整1850个本科专业， 从2012年起开始招生。

其中战略性新增专业增幅较大。 这些专业基本覆盖

了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代

表了我国信息化建设、 能源建设、 节能环保建设领域

的关键技术， 是国家今后重点发展的新方向。 在

2012年高考填报志愿时， 考生要密切关注这些战略

性新增专业， 尽量将自己志趣理想和国家的战略发展

重点结合起来。

新能源产业

能源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在历史上， 能源技术始终是推动经济

发展、 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技术之一。

我国的能源建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常规能源的安全、 清洁、 经济利

用， 二是新能源技术的研制与开发。

高校新增的能源类专业是紧紧围绕这

两大领域设置的。 能源化学工程与新

能源科学与工程是新增能源类专业的

代表。

我国是煤炭大国， 在已探明的化

石能源中， 煤炭的储备量占到了92%，

石油占到3.2%， 天然气占到1.3%， 预

计几十年内， 我们国家以煤炭作为主

要能源的局面不会有很大改变。 我国

的煤炭资源有一个突出特点， 含煤量

少， 含硫量特别高， 加上我国煤炭开

采、 运输中存在的技术问题， 煤炭的

利用率低， 浪费很大。 发达国家煤炭

利用率为50%， 我们国家只有30%。

同时， 我国煤炭环境污染严重。 在这

种情况下， 借助化学工程技术手段，

是实现煤炭资源利用的清洁、 经济的

主要手段。 能源化学工程专业是在煤

化工学科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个新专

业， 这个专业侧重于常规能源开发利

用中化学技术的研发与使用， 如去除

煤中的有害物质硫， 实现煤的洁净和

优化利用。 在煤化工之外， 能源化学

工程还关注与炼油技术相关的化学工

程与工艺， 提高石油资源的利用率，

降低能耗， 减少环境污染， 开发优质

油品。 结合化工生产特点， 能源化学

工程还研究与节能技术相关的化学过

程。 从学科源头来说， 能源化学工程

曾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一个分

支，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分支众多，

毕业生集中在化工、 能源、 信息、 材

料、 环保、 生物工程、 轻工、 制药、

食品、 冶金和军工领域就业， 制药工

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环境工程都是

逐步从化学工程与工艺分离出来的专

业， 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的独立设置，

也为毕业生就业时的行业细分提供了

条件。

与常规能源相比， 我国的新能源

虽未被大批利用， 但是资源储量大，

种类丰富。 我国可利用的新能源包括

了风能、 太阳能、 水电、 生物质能和

核能。 我国海岸线绵长， 内陆多山，

河流湖泊密集， 这些都决定了我国风

能、 太阳能、 水电资源十分丰富， 开

发潜能巨大。 但是， 在新能源开发中，

我国缺少核心技术， 开发成本高， 使

得这些新能源还不能大面积使用。 以

发电技术为例， 如果燃煤发电成本为

1， 则小水电的发电成本约为1.2， 生物

质能发电为1.5， 风力发电为2.3， 光伏

发电为4。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有待于技

术的提高， 同时也需要培养大批掌握

新能源技术、 工程知识的专门人才。

在新增专业之前， 高校招生中与能源

动力有关的专业主要有能源动力类、 能

源动力类 （能源与环境）、 热能与动力工

程、 热能与动力工程 （汽车发动机）、 能

源动力系统及自动化、 风能与动力工程、

能源工程及自动化、 热能与动力工程

（汽车工程方向）。 在课程设置上， 这些

专业基本以常规能源动力系统为主， 辅

以开设一些与风能、 光能、 生物质能相

关的工程技术课程， 在专业知识上， 很

难满足新能源产业对专门工程技术人才

的需求。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突出了

新能源的学科培养目标， 专门培养能从

事清洁能源生产、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能源环境保护、 新能源开发、 工程设计、

优化运行与生产管理的跨学科复合型高

级人才。 在招生计划中， 部分院校会结

合自身科研优势， 专注于新能源的某个

领域， 如河海大学注明新能源科学与工

程专业含风能与太阳能。 由于新增专业

学科建设尚待完善， 在实际教学中， 开

设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院校会在课

程设置上突出自身的优势， 人才培养上

各有侧重。 如部分院校侧重新能源工程

的设计， 偏重学习工程流体力学、 工程

热力学、 传热学这类课程。 也有部分院

校侧重生物质能利用的工程与工艺， 如

开设生物燃料技术与工程、 生物质能利

用工艺与设备、 反应工程等课程。 随着

新能源学科建设的深入， 各校将会逐渐

形成适合自己学科特点的新能源研究教

学领域。

在能源领域，高校新增的专业集中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

节能减排技术、清洁煤技术及核能技术几个领域。

新材料专业

物联网工程建设、 能源产业技术

更新， 都要借助材料。 材料类专业与

机械、 电子、 能源、 冶金、 医药行业

紧密联系， 这些行业的技术进步， 都

离不开材料专业人才。 材料专业是我

国工科院校的基础性专业， 目前开设

的材料类代表专业主要有冶金工程、

金属材料工程、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高分子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这些专业是传统的、 代表性的材料类

专业。 随着能源、电子、医药行业的新需

求，功能材料、纳米材料已经成为各国

抢占的战略制高点，是科研攻关的重要

领域。 结合新材料领域的战略需要，我

国一些高校新增了功能材料、纳米科学

与技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光电子材

料与器件专业。 招生时，一些院校结合

自身学科优势， 会专注某个领域， 如

北京化工大学的生物功能材料。

在院系归属上， 新材料专业一般归属

于材料科学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开设材料

类专业的公共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 再开

设专业课程。如纳米材料种类较多，比如金

属材料、陶瓷材料、半导体材料、结晶材料，

各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会有区别，但是，材料

的特性、制备的方法、测试的技术，这些内

容是材料专业最基本的学习内容。

在新材料领域，设置了纳米材料与技术、功能材料、

微电子材料与器件、光电子材料与器件专业。

物联网专业

1995 年 ， 比 尔·盖 茨 提 出 了

“internet� of� things” 的概念， 这

是最早的物联网概念。 虽然人们对物

联网的名称较陌生， 但是物联网技术

的应用已经很广泛了。 比如沃尔玛超

市采用了一种射频识别技术， 通过这

个技术管理超市和库存服装。 超市把

每一件服装都贴上一个电子标签， 通

过这种射频识别技术， 每一个服务员

拿着电脑终端， 通过扫描， 马上可以

知道哪些衣服已经卖出， 哪些衣服还

在库存， 库存量是多少， 存在哪些位

置， 管理起来非常方便。 在国际上，

目前较为公认的物联网的定义是， 通

过射频识别、 红外线感应、 全球定位

系统、 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

按约定的协议， 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

联系起来， 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 物

联网与互联网名称较像， 实际上差别

很大。 互联网是基于网络平台的， 通

过internet 网， 将计算机连接在一起，

它是一个虚拟世界。 但是物联网却可

以借助4项核心技术， 实时采集物体

上的声、 光、 电、 力学、 化学、 生物

和位置各种信息， 通过网络接入， 把

物与物、 物与人连接起来， 是物物相

联， 是一个现实世界。

我国明确物联网工程为战略性新

兴产业， 是世界范围内科技发展新趋

势的结果。 在世界范围内， 美国掌握

着最先进的物联网技术， 他们提出了

智慧地球计划， 要把每个地方都贴上

标签，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

你”。 欧盟也有针对物联网的欧洲行动

计划。 日本开发物联网技术比较先进，

很早就把自己叫做标签之国。 韩国制定

了一系列的UQ计划， 即物联网计划。 物

联网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发达国家技术投

资的重点领域， 并已经着手为物联网技

术引发的产业变革作准备。

除了新能源、 新材料和物联网领域

之外， 在海洋探索领域， 为了促进海洋

资源合理开发和海洋产业发展， 许多高

校新增设了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海洋油

气工程、 海洋工程与技术、 水声工程4个

专业。 为了推动医药产业研发， 新增了

生物制药、 药物分析、 药物化学、 中药

制药4个专业。 此外， 在140个新增专业

中， 还包括了新媒体与信息网络、 数字

电影技术两个面向新媒体的专业。

（作者单位： 高等教育出版社）

在物联网领域，为了突破传感网、物联网关键技术，设置

了物联网工程、传感网技术、智能电网信息工程专业。

五大战略产业及相关学科

什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在国际金融

危机的环境下提出来的。 2009年， 温家

宝总理在 《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

的讲话中， 明确了我国重点发展的五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要高度重视新能源产业发展， 创

新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 节能减排技术、

清洁煤技术及核能技术， 大力推进节能

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 加快构建以低碳

排放为特征的工业、 建筑、 交通体系。

要努力走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前列，

尽快确定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线和市场

推进措施， 推动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发展。

二要着力突破传感网、 物联网关键技术，

及早部署后IP时代相关技术研发， 使信息

网络产业成为推动产业升级、 迈向信息社

会的“发动机”。 三要加快微电子和光电

子材料和器件、 新型功能材料、 高性能结

构材料、 纳米技术和材料等领域的科技攻

关， 尽快形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材料

与智能绿色制造体系。 四要运用生命科

学推动农业和医药产业发展。 积极发展

转基因育种技术， 努力提高农产品的产

量和质量。 突破创新药物和基本医疗器

械关键核心技术， 形成以创新药物研发

和先进医疗设备制造为龙头的医药研发

产业链条。 五要大胆探索空间、 海洋和

地球深部， 实施好载人航天计划和嫦娥

计划， 有效进入并和平利用空间， 切实

加强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

体现各地发展特点

2010年教育部首次公布战略性新增

专业时， 140个专业覆盖了23个省市，

地域分布较广。 从院校地域分布数量看，

江苏省、 北京市是获批战略性新增专业

院校数量最多的省市。 天津、 辽宁、 黑

龙江、 陕西、 四川、 山东、 湖南获批院

校也比较多。 在战略性新兴专业的选择

上， 各省市结合自身产业特点， 对于与

当地支柱型新兴产业或增长速度快的新

兴产业对应的专业， 优先设置， 加快人

才的培养。

江苏省的高新技术产业已具有规模，

并始终保持着强劲发展的势头。 2011

年， 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达到3759.4亿

元 ， 增长 34.4% ， 占工业投资的比重达

27.3%，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1294.4亿美

元， 占出口总额的41.4%。 江苏省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中在纳米材料与技术、 物联网工

程、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光电子材料与器

件、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海洋资源开发技

术、 生物制药、 药物分析、 药物化学等行

业。 北京市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及信息

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已经成为第三

产业中的支柱型产业， 地处北京的高校，

在战略性新兴专业的设置上， 既满足了国

家对战略性产业人才的需求， 也充分考虑

了北京市的产业特点， 开设的专业集中在

纳米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工程、 能源化学

工程、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和新媒体等。

新增专业报考空间大

战略性新兴专业增幅较快， 并不意味

着人才数量过剩， 从专业招生总体情况看，

战略性新兴专业招生人数占总招生人数比

重很小。

2011年北京市理科一本招生计划总数

13999人， 其中， 工学 6509人、 管理学

2153人， 理学1719人， 医学776人， 经济

学743人， 文学601人， 法学252人， 农学

130人， 教育学35人， 哲学12人。 工学招生

人数占总招生人数的46%。 物联网工程为

工学门类中电气信息类下设专业， 电气信

息类包括了物联网工程专业在内的62个专

业， 总招生人数为2872人， 约占北京市理

科一本招生总数的20%。 招生人数最多的

专业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 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物联网

工程专业招生院校为14所， 招生人数仅为

30人。 能源动力类专业招生人数为218人，

其中， 核工程与核技术、 风能与动力工程、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能源工程及自动化等

招生人数为48人。

2012年， 随着开设院校的增多， 战略

性新增专业招生人数将会增加， 如北京工业

大学计划在物联网工程专业招生60人。 但

是， 受考生家长对战略性新增专业认知度的

影响， 受考生个人专业学习能力的影响， 受

考生家长职业选择的影响， 除电气信息类中

的物联网工程专业外， 战略性新增专业在整

体上增幅会比较平缓。

（洪傲）

（上接第一版）

三要勤于实践。 实践， 必须

踏踏实实， 不吝时间， 不惜青春。 “今天大

家在这里畅谈理想， 播下了金色的种子； 只

有真正走上社会， 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实现自

己对人生的设计。” 四要自信自强。 “人不

自信， 谁人信之。 同学们生逢其时， 社会已

经为你们准备好了舞台和机会， 无论是栋梁

之才， 还是一砖一瓦， 相信每个人都能在不

同的岗位上获得成功。” 五要心灵茁壮。 处

在瞬息万变的时代， 大学生要正确认识所处

的环境， 保持心灵的强势， 用精神的力量战

胜未来可能碰到的任何艰难险阻。

活动让在场大学生深受鼓舞。 团支部书

记雷静说： “这是我们大学四年最后一个青

年节， 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 李书记的讲话

让我们深受启发， 面对未来我们的信心更足

了。”

担起党和人民

交与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