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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7年恢

复高考以来，高

考政策已几经变

迁与调整。每一

次变革，都影响

一批人的命运走

向；每一次创新，

都能引发全社会

各界人士的讨论

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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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招生制度的改革，

招生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

化，是对全国“统考统招”

制度的改革和探索。

1984 年，我国进行保

送生试点改革。1985 年，

原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

学等 43 所高校扩大试点。

这一改革主要针对的是部

分有特殊才能或特别优秀

的学生，通过推荐、选拔和

考察，免予参加高考，直接

录取。其意义在于弥补统

一招生考试分数一切的不

足。

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

保送过程中出现了“推良

不推优”的倾向，“很多中

学为了提高上名校的升学

率，让那些真正优秀的高

中毕业生通过高考考取，

而稍差一些的学生则通过

保送进入大学。”

于是教育部在1999年

规定，保送生必须参加综

合能力测试，并从 2001 年

起，将每年保送生规模从

两万人压缩至5000人。

保送生制度之后，是高校自主招

生制度。2003年，教育部在北大、清

华、北师大等 22 所高校扩大自主选

拔录取改革试点，要求各高校进行自

主考试与面试，入选考生参加全国统

考，成绩达到与学校同批次录取控制

分数线以上的可以由学校决定录取，

招生比例为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

的5%。

2004 年，自主招生高校扩大到

28所；2005年扩大到42所；2006年，

扩大到53所。

2020 年 1 月，教育部印发了《关

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

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

划”），决定自2020年起，在部分高校

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同时表

示从 2020 年起，不再组织开展高校

自主招生工作。自主招生也成为一

代历史词语。

（摘自《中国青年报》《新文化

报》、澎湃新闻等）

1977 年 10 月 21 日，《人民日

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稿件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其

中提出当年高考招生范围为“工

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

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

业生”。具体要求是“年龄20岁左

右，不超过25周岁……对实践经验

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

长的，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婚否

不限”。这则消息让密切关注高考

的人们雀跃不已。

其实在此之前，恢复高考的消

息就已经传出。

当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很

多人将这次讲话看成对于恢复高

考的暗示。8 月 8 日，邓小平在科

教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确

定恢复高考。

1977年的冬天，中断了11年的高

考重启。从11月28日到12月25日，

这次高考的时间跨度长达近一个月。

教育部网站数据显示，当年报

考人数 570 万人，最终录取 27 万

人，录取率为5%。

历年中，针对高考科

目的改革次数最多。

1977年，分为文史和

理工两类，文科考试科目

为政治、语文、数学、史地

（历史和地理），理科科目

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

（物理和化学），报考外语

专业的要加试外语。

1981年，高考科目变

为文科 6 门（政治、语文、数

学、历史、地理、外语），理科7

门（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外语）。

1991 年，湖南、海南、云

南三省，在高中会考的基础上

进行了高考改革实验，将原本

的文科6门、理科7门改为“四

组四门”：第一组是语文、政

治、历史、外语，第二组是语

文、数学、物理、外语，第三组

是数学、化学、生物、外语，第

四组是语文、数学、地理、外

语。考生根据报考的专业参

加有关科目的四门考试，但不

得兼报两组。史称“三南方

案”，但因过于强调学生个性，

而且录取太过复杂，仅实施了

一年。

1994 年 ，原 国 家 教 委

（1985 年 6 月设立，1998 年 3

月更名为教育部）在高中会考

基础上，又推出了“高考3+2”

科目改革，即文科“语数外+

历史、政治”，理科“语数外+

物理、化学”。

1997 年，原国家教委决

定，高考科目组开始试行“3+

X”方案，并于 1999 年在广东

率先试行。所谓“3”是指语

文、数学、外语为必考科目；

“X”指由高校根据本校层次、

特点的要求，从物理、化学、生

物、政治、历史、地理六个科目

或综合科目中自行确定一门

或几门考试科目。

2000 年，吉林、山西、江

苏、浙江四省也开始施行“3+

X”方案。2001年这一方案扩

展到 18 个省、市、自治区。

2002年，全国全面实行。

在改革之初，“X”有多种

选择，但在实施过程中，

大多数省份选择了“3+文

科综合（理科综合）”的模

式。

2014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上海

市、浙江省成为首批试

点，从当年秋季入学的新

高一学生开始实施。

2017 年，上海和浙江新

高考方案均采用了“3+3”模

式，除语数外3科，上海从6门

（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

史、地理）、浙江从7门（政治、

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技术）中自主选择3门作为高

考选考科目。

2019年4月，全国第三批

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启动，河

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

南、广东、重庆等 8 个省份的

方案，均由“3+3”变为“3+1+

2”模式。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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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目中选择其中一

科；“2”为再选科目，考生可在

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地理4

个科目中选择两科。

1983 年开始，原国家教

委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

分配”，规定在中心部分或国

防科工委体系所属的某些院

校，按必定份额实施面向农

村或农场、草场、矿区、油田

等艰苦职业定向招生。

1985 年，原国家教委规

定，高校可以从参加统一高

考的考生中，招收少量国家

计划外自费生，与国家计划

招生并行，即称“双轨制”。

“双轨制”首先被人们质

疑公平性，因分数相差很大，

很多人认为就是在“花钱买

分”。

1994 年，37 所重点院校

成为招生收费并轨制的

试点，高校由此开始逐步

探索“学生上学自己缴纳

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

数人自主择业”的新机制。

1996年，高校试行招

生“并轨”，取消招收自费

生，“自费生”逐渐成为一

个历史名词，同时高校的

学费开始增加。2000年，

师范类院校和专业也开

始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彻

底完成。

1999 年，全国高校招生

人数增加了51.32 万人，招生

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速度

达到史无前例的47.4%。之后

2000年的扩招幅度为38.16%，

2001 年为 21.61%，2002 年为

19.46%，到2003 年，中国普通

高校本专科生在校人数超过

1000万。

AA 恢复高考恢复高考：：载入教育史的载入教育史的19771977年年

CC 招生改革招生改革：：从从““定向定向””到到““并轨并轨””

66月月77日日，，第一场考试结束第一场考试结束，，考考
生有序走出校门生有序走出校门。。 王智芳王智芳//摄摄

““加油加油！！””家长给考生鼓劲家长给考生鼓劲。。
雷鸿涛雷鸿涛//摄摄

““祝你们旗开得胜祝你们旗开得胜””。。考点外考点外，，送送
考老师送上祝福考老师送上祝福。。 田超田超//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