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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舒静 胡浩
日前，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

湖南、广东、重庆 8省份公布高考综合改
革方案。加上 2014年上海、浙江率先进
行首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以及 2017年
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 4个试点省市启
动改革，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4个省市启
动高考综合改革。这些改革透露未来高
考哪些新趋势？

大方向：打破文理分科
此次8个省份改革方案明确：自2021

年起，普通高考考生文化课总成绩将由
“3+1+2”组成。“3”为全国统考科目语文、
数学、外语，所有学生必考；“1”为首选科
目，考生须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物理、
历史科目中选择一科；“2”为再选科目，
考生在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地理4个科
目中选择两科。

“选考科目从改革前的2种组合，到试
点省份的20种组合，再到现在的12种组合，
最大的变化在于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文理
分科。”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说。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长期
教育实践表明，中学过早分科会导致学
生思维方式不完善和知识结构单一。打
破文理分科，有助于把文科的形象思维
和理科的逻辑思维较好结合，培养具有
创新思维的人才。

一些中学教师表示，最新的“3+1+2”
模式将选考科目组合从 20 种减少至 12
种，降低了中学选课走班教学难度，有利
于教育资源不够发达的地区更好推进高
考综合改革。

录取方式：“两依据一参考”，取消一
本、二本批次录取

14个高考改革省份都提出在招生中坚
持“两依据一参考”：以高考统考和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参考综合素质评价。

同时，随着高考改革的推进，高校的
录取模式也从按批次录取、合并批次录取
到取消一本、二本等批次录取。教育专家
认为，这种录取方式让学生在志愿填报时
可以优先考虑专业，避免了过去“上了好
学校却选不了喜欢的专业”的困扰。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范韶彬
说，按学科专业组录取，意味着不再把学
校按一本、二本分出“三六九等”，有利于
高校办出特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
徐松认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
取已经成为人才选拔的主流趋势。钟秉
林说，改革方向明确，在具体执行中关键
要做到综合素质评价可信、可用。对于
主观性相对较强的思想品德、身心健康、
艺术素养等，如何建立科学、客观、公平
的评价体系是关键。

专业设置：增设人工智能等专业，撤
销服装与服饰设计等专业

教育部日前公布2018年度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共增设
专业点2072个，其中备案专业点1831个、
审批专业点241个,撤销专业点416个。

据了解，新增备案本科专业最多的
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器人工程、
智能科学与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新增
审批本科专业最多的是人工智能、网络
空间安全等。被撤销最多的专业是服装
与服饰设计、教育技术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产品设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高校的专业建
设主要遵循需要导向、标准导向和特色导
向。此前，教育部曾在专业设置评议中征
询900余位专家意见，将《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作为评判申
报专业是否达标的重要依据，总体布点较
多、就业率较低的专业受到了严格控制。

此次审批面向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升
级，支持高校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设备、节能环保等相关专业。范韶彬说，
高校专业设置在保证基础专业的前提
下，要匹配社会发展需求，为当下输出人
才，为未来储备人才。

自主招生：规模缩小，门槛提高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 2019 年高

校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规范自主
招生的“十严格”要求，其中明确要求，高
校要在上一年录取人数基础上适度压缩
招生名额，严格报名资格条件，不得简单
以论文、专利、中介机构举办的竞赛（活
动）等作为报考条件和初审通过依据等，
提高人才选拔质量。

今年3月以来，各高校陆续公布2019
年自主招生简章。与去年相比，不少高校
招生规模明显缩小，部分学校压缩文史、
经管类学科招生指标；报名门槛进一步提
高，分数优惠减少，并增加体质测试。

这是继2018年全面取消奥赛、体育特
长生等5项全国性高考加分以来，各地进
一步收紧自主招生政策，强调社会公平。

记者在中山大学官网看到，2019年自
主招生计划 175名，与去年相比减少 210
名；报名条件仅限于高中阶段在全国中学
生五项学科竞赛省级赛区（联赛）中获得
一等奖及以上，取消了去年的“在科技发
明、文学创作、研究实践、才能禀赋等方面
具有突出表现并取得标志性成果”；删除
了“高考成绩可降至其所在省份一本控制
线（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的招生规定。

不少业内人表示，大幅缩减名额、提
高门槛，可以让目前过热的自主招生回
归选拔特殊人才的初衷，同时契合社会
对教育公平的诉求。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记者 彭勇
郑天虹 王晓丹）5 月 7 日,《新华每日电
讯》刊载题为《富源“逆袭”引质疑,“高考
移民”惊深圳》的报道。

近日,深圳一所民办学校——富源
学校在该市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中,对
其他学校形成“碾压”,理科全市前 10名
中就占了6名。有家长怀疑该校部分学
生为河北衡水中学等校高考移民,担忧
破坏教育公平。

深圳市有关部门最新证实,富源学校
进入此次“二模”前100名的学生中,有10
余名学生均从河北衡水第一中学(注:高
中)转入。目前深圳市已成立专项工作小
组进行调查,广东省教育厅5日也下发通
知要求各地成立“高考移民”专项行动工
作组,对外省转入生转学条件进行排查。

■富源学校成绩“异军突起”引质疑
在深圳市高三年级第二次模拟考

试理科成绩单中,深圳富源学校“异军突
起”。在此次考试成绩排前 10 的 13 名
考生中,有 6人来自富源学校,超过深圳
中学等四所深圳名校的总和；而全市前
50名富源学校也占到13人,排名第二。

强烈的对比引起了众多关注与质
疑。有家长表示,近三年富源学校的录
取分数比四大重点高中低了近 100 分,
加上该校学生成绩断层严重,此次突然

“逆袭”应该是“高考移民”所致。
顺藤摸瓜,家长们还发现 2018年富

源学校高考“高分层”人数也较往年激
增,有9名学生考入北大、清华,其中多名
学生的名字还出现在河北多所学校的
成绩宣传报道中。

据公开报道,富源学校 2018年考入
清华大学的张某宇“初中、高中都在富
源学校就读”,但他也出现在 2015 年河
北省邯郸市育华中学中考喜报上。记
者在河北衡水第一中学网站上发现,富
源学校 2018年考入清华大学的闫某琦,
出现在该网站 2017 年 4 月的一篇活动
报道中。记者经过比对,上述网站提到
的这两名学生配发的照片与富源学校
2018年高考喜报照片基本一致。

富源学校 2016年 11月与河北衡水
中学联姻,挂牌成立了“衡水中学深圳富
源分校”。一位家长说,如果将这种联姻
变成事实上的高考移民新渠道,那将对广
东学生的高考公平构成挑战,也是树立了
片面应试教育、唯分数论的不良导向。

■“河北学生在考试前露面,考完就
回河北”

记者从多位家长处了解到,富源学
校成绩“逆袭”有两种办法:一方面从河
北挖尖子生入广东户籍,在深圳高考；另
一方面招广东的孩子,学籍挂在富源,送
去衡水上课,再回深圳高考。

知乎上一个自称是2018届衡水中学
毕业生的用户发帖说,其与富源 2018年
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为同班同学。“户
口迁移一事确有存在,并且在高三是经过
筛选确定的一些‘清北临界生’名单,即在
河北省高考可能无法考入清华、北大,但
在广东高考大概率可上清北的学生。”而
有家长告诉记者,在广东报考清华北大的
录取分数线,比在河北报考要低20多分。

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富源学校创
建于1999年,距离市中心约30公里。它

是一所走高端路线的民办学校,全寄宿
15年一贯制。一般的班级,小学一年学
费4万余元,高中普通班一年学费超5万
元,高中国际班一年约15万元。

记者近日来到富源学校,一名高一
学生说,班上的一名尖子生在 2018年下
半年被选到河北读书,“我们也不知道他
什么时候回来”。此外,一名富源往届毕
业生告诉记者,外面传说的“富源模式”
属实,“河北的学生会在考试前一两天露
面,考完就回河北”。

富源学校一名 2018 年毕业生家长
告诉记者,其子所在的“超常班”是年级
学习成绩最好的班级,班上有两名同学
在高三去了衡水学习,当年该班高考第
一名的学生以659分被南京大学录取。

■有关部门证实多名学生从衡水一
中转入，调查有问题将严肃追责

记者 4 月 30 日来到富源学校采访
是否存在“高考移民”问题,学校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以深圳市教育局公布的
调查结果为准。

目前深圳市已经成立调查组,对富
源学校是否存在“人籍分离”“高考移
民”等问题进行调查。而此前,深圳市教
育局在回应外界质疑时表示,经核实,富
源学校在深圳申请高考报名的学生均
符合广东省高考报名资格。

5 月 5 日,广东省教育厅下发了《关
于做好治理“高考移民”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地要成立“高考移民”专项行动工
作组,开展治理“高考移民”专项行动,并
于 5 月 10 日前对从外省转入广东省普
通高中学校就读的学生转学条件进行

全面排查,重点排查其学籍、户籍转入是
否合法合规。

根据《关于做好广东省2019年普通
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非
广东户籍的考生和家长必须具备“两个
合法”“三个三年”的条件,即具备合法稳
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以及学籍、社保、
居住证各满三年。

深圳市有关部门在回复新华社的
采访时表示,富源学校今年进入“深二
模”前 100名的学生中,有 1名学生初中
就在深圳市就读,1 名从河南省转入,其
余10多名学生均从衡水第一中学转入。

不少家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富
源学校的模式是,与名校联姻-获取高分
生源-扩大知名度-地区内掐尖形成优
势。这种模式集中反映了应试教育的
功利性和弊端。

随着多地开放异地高考,加上各地
教育质量和升学机会不均,福建、海南、
新疆等地已出现多起高考移民事件。
教育界人士认为,需要堵住异地高考、学
籍管理的漏洞,防止破坏教育公平。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表示,深圳教育部门应调查考生是否存
在隐蔽性更大的学籍空挂问题,“所谓学
籍空挂就是将学籍挂在某个地方,但是
学生到外地去读书,回来之后再来参加
这个地方的考试。虽然满足三年学籍
就可拥有高考考试报名条件,但一定要
注意学生是不是拥有连续学籍”。

深圳市教育局表示,对于查实的通
过非正常户籍学籍迁移、户籍学籍造
假、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获取高考
资格,以及违规办理高考报名的有关人
员和单位,将依法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
理和追责。

14省市开启高考改革

未来高考将有哪些新趋势

富源“逆袭”引质疑“高考移民”惊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