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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志愿没风险？ 投档线以上就能被中意的院校录取？ 追求热门地区院校？

@湖南高考生，填志愿避开这些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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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进行了梳理。
■记者 黄京

误区一

范学院、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等院
校调整到本科一批招生。 但很
多考生和家长对政策没有认真
阅读，存在很大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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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区二

父母包办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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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可以对子女进行选择深造道路的教育引导，同时可
以为子女选报志愿提供材料和思考方法。但是必须要支持、指导子女
自主决策，不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子女。

湖南中医药大学坐落于长沙，创
办于 1934 年， 是湖南省重点建设本
科院校，是全国首批设立国家级重点
学科的高校，也是首批招收博士研究
生、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的中医药院
校。2006 年经教育部批准由湖南中医
学院更名为湖南中医药大学。 学校共
有含浦新校区、砂子塘老校区、溁湾
镇研究院南院、桐子坡研究院北院四
大区，总占地面积 1400 余亩。目前,学
校与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实行校院
合一的管理体制，现有直属附属医院
3 所，非直属附属医院 13 所；拥有刘
祖贻、熊继柏、王行宽、潘敏求、张涤
等一批知名的中医临床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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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历年数据去预测当年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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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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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有四川大学、
重庆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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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人才 7 人、医学学科带头人 32 人、国

国圆光大学合办了全球首家研究型“孔

家级名中医 2 人、省级名医 69 人；国家

子学院”； 与马来西亚林肯大学开展了

资格。 有国家重点学科 1 个、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23 个、 湖南省重点

级特色专业 4 个、省级特色专业 7 个。

全省首个境外本科合作办学项目；与美
国、 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 20 余所大学

学科 10 个, 其中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

科研成果丰硕

学科 2 个，构建了以中医药学科为主体

学校建有科研平台 68 个， 其中国

的三级重点学科体系。 目前成功入选湖

家级 3 个、部级 21 个、省级 28 个、厅级

南省高等学校“国内一流建设高校”，中

14 个、校级 2 个。 近年来，学校获各级

医学入选湖南省高等学校“国内一流建

各类科研奖励 117 项，其中国家科技进

设学科”， 中西医结合与药学入选湖南

步二等奖 1 项，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 2 项，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

省高等学校“国内一流培育学科”。

教学资源雄厚

人、第二层次人选 4 人，省学科带头人
17 人，省高层次卫生人才“225 工程”领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3 个、二级学科博

一味追求热门地区院校

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7 个，具有接收优秀

士学位授权点 23 个、 博士专业学位授

业、现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 个；一级

误区五

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的

权点 1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7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50 个，硕

学校下设 18 个学院、25 个本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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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志愿也有“上线落选”的风险。比如考生的高考总分达
到了相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但未达到所报学校投档线而落选；或者
考生的高考总分达到了自己所报高校的投档线，但经学校审档比较后认
为不宜录取，予以退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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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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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403 人， 其中
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教师 678 人，有博士
生导师 112 人、硕士生导师 566 人，享
受省政府、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72 人。 入选国医大师 3 人、国家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4 人、“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 2 人、省“百人计划”
专家 7 人、“芙 蓉 学者 ”2 人、 湖 南 省
“121 创新人才工程” 第一层次人选 6

学科门类齐全

平行志愿没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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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地
与以往投档线相比较

不清楚湖南高考新政策

根据《湖南省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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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职扩
招等方面有变化。同时，衡阳师

误区四

误区三

奖 2 项； 学校立项各级各类科研课题
1049 项， 其中获批国家科技部重大新
药创新项目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
题 1 项，“973”计划子课题 2 项，国家自

建立了长期合作交流关系，国际合作领
域不断拓展，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

2019 年详细分科类、分专业
招生计划以湖南教育考试院公布
为准，欢迎广大考生报考我校！
●含浦校区：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含浦
科教园学士路 300 号
●东塘校区：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
中路 113 号

然科学基金项目 153 项，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4 项。

国际交流不断加深
欧盟框架计划中国健康领域国内
首个联络点成功落户我校，以此为依托
建设了“中 - 卢（卢森堡）中医药合作研
究中心”； 与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联合
成立“中 - 巴民族医药研究中心”；与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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