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生涯和职业生涯是每
个人在人生发展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两个方面，某些考生以自己
的学习优势为参照， 在高考志愿
填报时就规划了今后读硕士、博
士的路线，比如本硕连读、本博连
读等， 实际上这些都只是高校在
专业发展设置上的一条近路，能
否顺利连读，关键还取决于本科
的学习成效，此外许多职业往往
并不需要如此高的学历， 大多招
收研究生的专业更青睐考生的
工作经历。

●建议： 考生要结合自身的
职业规划经历，认清自己想要什
么后再做出是否一定要追求升
学的决定。

【误区十】
一味追求升学

高考志愿填报是各位考生踏
入梦想大学的最后一步。 因为志
愿填报得不合理， 每年都有考生
与心仪大学擦肩而过， 甚至于被
退档。 哪些是湖南考生填志愿时
常见的误区？该如何避免？6月24
日， 本报记者邀请中国高考咨询
行业联盟副会长、 道南教育首席
高考研究专家蔡晓辉老师针对湖
南考生的实际情况， 对志愿填报
的十大误区进行了详细解读。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林斐婧 毛丹 周思悦

跟大学排行榜一样， 专业的
排行榜也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但
值得提醒的是， 众多家长和考生
热衷于研究这种排行榜， 对热门
专业的填报趋之若鹜， 实属专业
选择的重大误区。同时，有的考生
和家长在专业选择时只看专业名
称，不理解专业的具体内涵，只要
名称“高大上”就一窝蜂地填报。
此外，不服从专业调剂、填报了因
身体条件高校不予录取的专业、
忽视了单科成绩限制等也是专业
选择的常见误区。

●建议：大家在选择专业时，
要结合自身诉求、性格特点、家庭
社会关系、就业前景、国家重点学
科和特色专业以及专业的具体内
涵等因素权衡考虑。 如果忽视了
个人匹配度的问题， 考生即使成
功进入热门专业， 经过一段时间
的学习也会慢慢出现跟不上、厌
学等情绪，严重的还会导致退学。

2017年湖南高考网上志愿填
报马上就要开始了， 网上盛传的
“冲稳保垫” 的志愿填报方法被广
大考生和家长频频转发。但蔡晓辉
认为，其实这种方法并不是最科学
的，也是家长和考生不懂得志愿填
报原则的误区所在。

●建议：志愿填报有五项原则：
相邻院校之间3分左右差距；冷热门
专业搭配，服从专业调剂；填好本
批次，勿忘下批次；东、中、西部区域
院校搭配。因此，最佳的志愿方案
应该在五项原则的前提之上，根据
考生自身诉求实现精准定位，尽可
能被最想去的学校或最匹配的专
业录取。“冲稳保垫”的“冲”一旦冲
成功， 肯定不能录取到满意的专
业，因为只有院校和专业兼顾才是
一份成功的志愿方案，只顾院校或
者只重视专业， 都是不可取的。考
生如果打算踩线被院校录取，可能
面临被退档的风险。

根据《湖南省2017年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我省今年
高考在艺术类招生、平行志愿结构、
“农村学生专项计划”录取、专科提
前批定向培养直招士官志愿、 机动
计划使用五大方面进行了政策调
整。 但很多家长对政策没有认真阅
读，存在很大的误区。比如，今年艺
术类招生政策的调整： 本科提前批
我省省属院校艺术类专业及中南大
学美术类专业和本科二批的艺术类
专业分科类划定同一条文化和专业
录取控制分数线。 艺术考生及家长
对该项政策的调整产生的影响完全
不知，可能会错过好学校的机会。

●建议： 对政策变化的正确理
解是填好志愿的前提条件。因此，考
生不仅要及时关注招生录取宏观政
策的变动， 还要注意政策的细节表
述，根据自身的条件做好报考定位，
在深入了解政策的基础上仔细权
衡， 做出最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考志
愿规划方案。

平行志愿的原则是“分数
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其
中，“一轮投档” 是指在填报的
平行院校中， 只能享受一次投
档的机会。 考生档案只要投档

成功， 就停止对其他院校志愿
的检索， 如果考生的档案被高
校退回来， 即使分数达到后续
志愿也不检索， 只能进入征集
志愿或者下一批次志愿填报。

●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
要认真填好本批次志愿，如果
掉档了再填报下一批次志愿
或征集志愿，很有可能录取不
到理想的学校和专业。

【误区三】 平行志愿没有风险

每年的高考成绩和相应
批次线公布以后， 每所高校
的投档线是未知的， 所以需
要大家根据历年学校的投档
线和历年相应批次线去预测
当年的院校投档线。 这里便
是误区的聚集地， 有的简单
地与以往投档线相比较；有
的简单地参考投档线差；有
的把投档位次当做录取准
则； 有的以为学校投档线以

上就能录取所有专业。
●建议：院校投档线的确

定跟院校的办学实力、招生计
划、 利好利空等息息相关。规
避预测投档线不准的误区，首
先要通过从阳光高考网、湖南
招生考试信息港、学校官网等
采集权威数据，在掌握数据的
基础上，还必须掌握正确的预
测方法，如线差法、排除法、位
次法、同位分等。同一档次的

学校一般会保持适当分差距
离，但不能简单以往年分差作
为判断依据。 比如，2016年中
南大学理科投档线为610分，
湖南大学为603分。 如果认为
相差7分这是两所学校理科投
档线的一般差距的话那就大
错特错了。实际上，湖大和中
南的理科投档线在最近五年
里分差呈现了较大幅度波动
的情况。

【误区四】 预测投档线方法不科学

高考志愿填报的主体是
考生本人，应对高考志愿填报
负责，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
存在父母包办的现象，考生丧
失了主动选择的机会。高考某
种程度上也事关考生的未来

生涯发展，包括学业生涯和职
业生涯，倘若不能够让考生自
己更多地参与到填报过程中
来，由此而带来的家庭矛盾是
深远的。

●建议：父母的角色定位

是参谋，应该把填报志愿的决
定权还给孩子。父母可与孩子
一起科学评判孩子的高考实
力，要摆正心态，客观对待上大
学，不要给孩子加压，不要好面
子，不要攀比，不要包办代替。

【误区五】 父母包办填报

不少湖南考生和家长在
填志愿选学校的时候， 热衷
于北上广一线城市或沿海发
达地区的院校，“两北一南
（东北、西北和西南）”、“新西
兰（新疆、西藏、兰州）”地区
的院校几乎无人问津。 事实
上， 这六个地区虽然地理位
置稍微有点偏远， 但却不乏

一流的好大学。
●建议： 以下高校大家

不妨多关注。东北地区有哈尔
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
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西北
地区有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
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兰州大学、长安大学。西南地
区在全国版图上来说属于较

偏的地域，但相对我们湖南来
说，不但不偏远，反而是许多
考生眼中的求学首选地域，这
里有四川大学、 重庆大学等
“985工程”重点院校，有西南
交通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农
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云南
大学、贵州大学等“211工程”
重点院校。

【误区六】 一味追求热门地区院校

许多考生和家长都有“名
校情结”。网上各种机构的院校
排名榜争相而出， 一些家长和
考生盲目相信，唯排名是从，殊
不知此类大学排行榜在统计调
查过程中存在些许客观和主观
方面的偏差。 大学排名仅作为
参考依据，而不能过分看重。

●建议：大家可以从大学

的知名度、学科实力、办学规
模、历史沿革、行政级别、教育
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结果、师
资力量等等多方面去综合考
量。比如办学规模，包含办学
层次和科研规模， 一般来说，
有博士点和硕士点、研究生数
量占比重较大的大学，越注重
科研与教学，相对来说是实力

更佳的大学。 又如学科实力，
通常体现在拥有国家级或省
级重点学科数量的多少以及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点和
硕士点数量的多少等。再如师
资力量， 主要表现在两院院
士、长江学者、教授（研究员）、
副教授（副研究员）博士和硕
士导师数量及质量等。

【误区七】 一门心思奔名校

【误区一】
把“冲稳保垫”作为
志愿填报的“金科玉律”

【误区二】
不清楚今年湖南高考
新政策的变化

【误区八】
乱挤热门专业或“望名生义”

【误区九】
《高校招生计划》只供查询
招生计划所用

每年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印发
的《高校招生计划》是志愿填报方
案制作的必备书籍。 很多考生和
家长在填志愿时认为，《高校招生
计划》只供查询招生计划所用，没
有其他用途。其实，这是湖南考生
填报志愿的核心参考资料， 里面
涉及到专业录取标准、 单科成绩
限制、 身体条件限制等众多志愿
填报的细节问题。

●建议：考生和家长查阅《高
校招生计划》，最主要的是要弄清
楚意向院校在湘的招生计划数、
所设置的专业科目、收费情况、学
习年制以及专业的一些身高和性
别等方面的特殊要求、 单科成绩
要求。只有充分了解这些规则，才
能规避落档掉档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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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考生填志愿十大误区要避免
本报邀请高考研究专家为你支招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