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6 2010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二

编辑：王健 美编：宫照阳 组版：五军

重点

高校自主招生政策昨密集发布

2011年自主招生“折腾”了啥
本报记者 杨凡

面包车撞飞11岁男孩
肇事车逃离现场，男孩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本报济南 12 月 6 日讯(记

者 姬生辉) 6 日 17 时 40

分，济南国际机场南两公里处，

一面包车将一个11岁男孩撞

飞后逃离现场。因伤势严重，男

孩目前仍未脱离生命危险。

6日20时，记者赶至济南

市立三院重症监护室内看到，

刚做完手术的男孩仍处于昏
迷状态，尽管头部包裹着厚厚

的纱布，但仍不断有血渗出，

男孩的右耳和口部还在流血。

据男孩的舅舅介绍，男孩叫王

泽东，今年11岁，是遥墙南郭
而小学的五年级学生。

男孩的父亲王先生哽咽

着说，在现场他看到儿子躺在

学校南约200米的马路边，身

下有一大摊血，自行车零件散

落一地，“从血迹和路面的痕

迹看，孩子被撞飞近 20 米。”

王先生告诉记者，事发地

点附近一位卖熟食的摊主目

睹了事故全过程，“那位摊主

说，当时孩子正骑着车自西向

东走，突然一辆浅色的面包车

自南向北开来，撞飞孩子后慌
忙逃离现场。”

据主治医生介绍，患者头

部一处颅底骨折，并且还有两

处近10厘米的外伤，“因头部

受到重创，右耳膜穿孔，右耳

处和口中有大量淤血流出，目

前患者仍没有脱离危险期。”

海大首招

英语“特长生”

本报青岛12月6日讯(记

者 于健 杨凡 ) 考生报
考英语专业，将有别于其他
专业，实行单独测试，单独划
线录取。2011年自主招生，中
国海洋大学将首次为英语特
长生开辟“专场”，通过英语
面试，计划选拔20名英语专
业学生。

6日，中国海洋大学公布
了2011年自主招生政策，招
生计划220人，其中，英语专
业单独获得20个名额，实行
单独报名、单独测试、单独划
线、单独录取。

针对英语专业和非英语
专业，学校给出了不同的报
名条件。报考非英语专业，需
要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称号、

在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
竞赛中获得省级三等奖

(含)以上奖励等；报
考英语专业，

则 需 省 级 重
点中学(或省级

规范化学校 )及外
国语学校，应试语种为

英语、年级综合排名在前
10%，或高中阶段获全国中学
生英语能力竞赛二等奖以

上、在英语语言学习方面有
突出特长和培养潜力等。英
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自主
选拔不得兼报。

海大自主招生始于2006

年，之前的几年考试，考生不
分专业，全部是在统一的时
间地点，进行同一种形式的
考试。英语专业单列计划、单
独进行测试录取还是第一

次。

海大招办主任范其伟解
释说，这是为了更好地选拔在
英语语言学习方面具有突出
特长和培养潜力的优秀生源，

因此在报名条件、测试方式等
方面都单独进行了规定。

我省教育行政问责制

获全国创新特别奖

本报济南12月6日讯(记

者 徐洁) 第二届地方教育
制度创新公益评选活动于4

日在北京落下帷幕，我省实行
教育行政问责制度的做法获
得本次评选活动的特别奖。此
次获奖是我省继获得2008年
度首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
优胜奖第一名之后，再次获得
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项。

从今年起，我省实施教
育行政问责制度，对违反素
质教育规定的中小学办学行
为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对
出现多次严重违规办学行为
的县(市、区)，山东将撤销或
建议撤销其上级政府或有关
部门已经颁发的各种教育荣
誉称号；对已经被评估认定
为山东省教育工作示范县
(市、区)的，将按照程序给予
警告，直至撤销其称号；同时
追究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责
任，直至追究当地党政负责
人责任。

在此次评选中，潍坊市教
育局设立的教育便民中心制
度、招远市中考改革制度、青
岛市南区校长名师定期交流
制度等三项教育制度创新分
别获得优胜奖。

6日，同济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等高校密集发布2011年自主招生录取方案。

作为打破传统高考“一考定终身”的重要探索，抛开联考的是是非非，在评论和争议声中的2011年

自主招生改革，出现一些引起广泛关注的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改革的未来方向。

“不撞车”

解读：考生的选择更多

2010年1月16日，济南考生张

晓(化名)在几经思量后，踏进了北

大自主招生笔试考场。就在这一

天，北大、北航、香港大学组成的联

盟，清华、上海交大、中科大、西安

交大、南京大学五校联盟，以及山

东大学自主招生笔试同时开考。

用考试时间“撞车”来逼考生

做出选择，让有关高校的2010年自

主招生笔试备受质疑，也使得公众

对2011年各校自主招生笔试时间
格外关注。

随着“北约”、“华约”、“卓约”

等自主招生联盟联考时间相继公
布，“不撞车”成为 2011 年自主招

生测试的一个主要特点，频

频见诸报端。

按照教育部要求的高

校考核时间一律安排在招生

当年春节之后，就目前发布自主

招生简章的高校测试时间来看，

复旦大学针对江浙沪地区考生的

“复旦水平测试”(“千分考”)将于

明年2月12日开始，时间最早。

接下来依次是：明年2月19日

的“华约”7校联考、2月20日的“北

约”13校联考、2月26日的“卓约”9

校联考、2月27日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自主招生测试等。也就是说，

从2011年的正月初十开始，自主招

生大战将正式打响。

“突破一本线”

解读：不拘一格降人才

“99 .9%”

解读：不是大多数考生的福利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

生日前撰文就高考改革发表

看法。柯炳生认为，根据有关
数据统计，相比全国近 1000

万考生总量，每年通过自主

招生招录的考生仅在 0 . 5 万

人左右，“ 99 . 9% 以上的考生

和自主招生没有关系。”

从 2003 年开始，我国通

过实施高校自主招生探索人

才选拔制度改革，允许部分高

校拿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

以选拔那些高考不容易发现
的有特殊才能的学生。

根据教育部要求，自主

招生人数不能超过自主招生

试点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
总数的 5%。自主招生试点高

校的数量，目前已达到 8 0

所，这些高校主要是“ 211”、

“985”重点高校。

“从试点高校范围而言，

注定了自主招生只能是少数

考生享受的优惠，而他们中

大部分即使不通过自主招生

也能考上大学。”上海市吴淞

中学教导主任李永忠认为，

如果从更公平、给考生提供

更多机会的角度考虑，应该

给不同层次的高校，包括一

些地方大学以自主招生改革

探索机会。

2010 年夏天，陕西西安

高考生孙见坤因国学才华

征服复旦大学 8 名教授，却

因高考成绩 6 分之差无法

被投档的消息引起广泛热

议。

对于一些有特殊才能

的考生，到底该不该破格录

取？破格录取有没有依据？

随着 2011 年自主招生

政策的发布，记者发现，一

些高校力图在自主录取权

限相对较大的自主招生领

域做出突破一本线的努力。

11 月初，山东大学招办

在 2010 年中学校长论坛上

发布消息，该校将在 2011

年自主招生录取中试行中

学校长推荐制，“在学科方

面有特殊潜质的，经过山大

专家评判，高考成绩甚至可

以突破一本线的限制。”

12 月 6 日，同济大学发

布的 2011 年自主招生简章

中优惠政策一段中明确，

“对自主选拔中表现特别优

异或突出的自主选拔对象，

经校招生领导小组批准，可

破格降至当地相应科目第

一批本科最低控制分数线

下录取。”

同济大学

被确定为自

主选拔录取对象的考生，在

第一批本科批次以第一志愿A位置报考

同济大学前提下，上海地区考生高考投档成绩
达到上海市相应科目第一批本科最低录取控制

分数线，非上海地区考生投档成绩达

到同济大学在当地录取分数线

下规定分数，即可投

档进校。

中国海洋大学

笔试科目为

语文、数学、英语，共 180 分

钟。笔试结束后，学校将从笔试成绩
优异者中选定参加面试考生名单。入选考生须

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并且第一志愿填报该校，采用

平行志愿的省市区，须将该校填报为第一平行

志愿，且录取专业服从调剂，其他条件
符合所报考专业要求。

名额：200 人。

报 考 英 语 专

业，考生全部用英语面

试，主要进行英文水平测试(包括英

文朗读、口译、问答)和综合素质测试(包括逻辑
思维、心理素质、创新意识)，考点设在青岛。

学生须通过所在中学统一报名。各中

学推荐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人。

名额：220 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医护人员和家人守护在孩子身边。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