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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之谈

填报高考志愿，如何避免入坑？
来看清华中学高三年级组副组长、实验班班主任杨再华老师的经验
贵州省 2022 年高考志愿填报将于 6 月 27 日 0:00 至 6 月 30 日
18:00 进行， 为帮助考生更加科学、 合理地填报高考志愿，6 月 22
日，记者采访了清华中学高三年级组副组长、实验班班主任杨再华，
有着 13 年学生高考平行志愿填报指导经验的他， 依据长期工作经
验，运用案例、数据、决策、心理等各维度，和家长、考生分享高考平
行志愿填报技巧以及相关注意事项，供家长和考生参考。

过来人的经验，值得借鉴
汉语言文学专业马明晴
全省位次是报考的重要依据

志愿

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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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志愿 注意位次差距

平行志愿投档原则是 “位次优先、
遵循志愿、一轮投档” ，先从最高位次考
生开始，依次检索和投档，当轮到检索
某一考生时，遵循该考生所填报的志愿
顺序检索，当符合投档条件且院校有计
划余额时，即被投档，其他志愿将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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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条件 综合权衡理性选择

先选“
院校” 还是先选“
专业” ？ 根
据“个人爱好” 还是依据“社会发展趋
势” 选择专业？
杨再华说， 选择志愿要综合考虑，
理性选择，主要关注三大因素。
一是院校的综合情况。 包括院校的
层次地位：“双一流” 、“
985” 、“
211”
院校历史底蕴厚重、 硬软件条件好、就
业升学保研出国率优势大，不同层次的
大学，平台是有差异的。 院校的招生情
况： 查阅了解该大学当年的招生章程、
招生计划， 以及往年在本省的提档线、
专业线，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学科特
长、就业及深造等情况。 院校的专业优
势或特色： 好的大学也有普通专业，普
通大学也有特色专业， 要注意抉择，根
据自己分数情况选择最适合的。 区域或
城市：相对来说，坐落于沿海、长三角、
珠三角、京津地区等发达城市的院
校，经济文化底蕴厚、就业创业环
境好机会多、综合竞争实力强，与其
他地区具有不同的区域优势。
二是考生的自身条件。 包括考生的
高考分数和位次： 考生要参照所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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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索和投档。
在这个原则下， 可以把志愿分成
几个梯次，即“冲一冲”“稳一稳”“保
一保” ， 参照近几年院校的录取位次，
前后的志愿之间最好要有一定的位次
差距。

2019 年毕业于重庆工商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马明晴，高考分
数 546 分，超当年贵州文科一本线
（543 分）3 分。
马明晴谈到，在高中阶段她就
已经确定了要报考师范类院校，未
来毕业后当一名教师，在填报志愿
时， 当年她的高考位次是 5485，不
曾想，填报的陕西师范大学预科最
后的录取位次是 5484，一名的位次
之差， 让她与这个学校擦肩而过，
最终被重庆工商大学汉语言文学
专业录取。
“这给我这辈子留下很大遗
憾，对我后来的发展和职业的选择
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虽然说现在
国家放开了师范和非师范的这个
区别，但是由于自己在大学期间没
有接受过师范类专业的训练，就业

之后，感觉自己和师范类毕业生确
实有比较大的差距，比如说他们在
三笔字的训练，以及对学生的教育
心理方面就擅长了许多。 这对个人
发展来说很吃亏。 ” 马明晴说。
因此，马明晴建议，在填报高
考平行志愿时，多参考所选学校往
年在贵州省录取的最低位次，然后
兼顾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和兴趣
爱好， 选择能够得上的院校和专
业。 同时，无论如何，要坚定自己的
选择，别人的建议可以听，但是一
定要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

车辆工程专业孙永安

大学或专业近几年的录取分数和位次，
衡量自己能不能够得上，要注意“好院
校、好专业、好区域” 现实优势所带来的
是志愿填报竞争激烈、投档录取分数高，
要注意志愿填报的稳妥性。 专业的兴趣
爱好：考生如果能选择自己喜欢、符合个
性特长的专业， 大学期间的学习就要轻
松愉快一些，也更容易出成绩。个人的发
展愿景：是本科就业还是考研深造，对就
业的行业喜好， 家庭可提供什么样的发
展帮助等等， 也可考虑。 注意特殊的要
求，军警院校有体能要求，有的专业受视
力、色觉、器质性健康状况的限制，有的
专业有单科成绩和外语口语成绩要求，
一些中外合作专业、 民办院校收费较高
等等都需要全面考虑。
三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要注意一些
冷门专业，以及容易热门变冷门的专业，
“
红牌”“
黄牌” 专业。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确定院校优
先还是专业优先，可以先大范围选择，拉
出一个‘大名单’ ，再进行二次、三次筛
选，最后按梯次确定志愿顺序。 ” 杨再华
说道。

为就业提前做好打算
孙永安，2019 年毕业于海南大
学机械类车辆工程专业， 安徽考
生，高考分数高出当年该省理科一
本线 37 分。
如今已经毕业四年，孙永安从
事着与大学专业完全不相关的医
疗器械销售工作。 他说：“
选错专业
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 ”
“
高考填志愿时，非常理想化，
觉得男生当工程师特别酷，以为能
成为‘大国工匠’ 方面的人才，因
此凭着自己的感觉选专业，毕业后
发现，专业对口的工作就业前景堪
忧。 ” 孙永安说。
虽然选错了专业，但是大学期
间他没有荒废。 专业学习压力小，
他便利用空闲时间参加许多尝试，
提高了个人的综合能力，为就业面
试以及工作中处理问题打下了坚
实基础，比较从容地实现了满意的
就业。
因此，他建议，一方面要向业
内人士多了解所选择的专业现实

的就业状况，或者近距离接触这个
行业的真实工作状态，也可利用好
知乎等线上问答了解途径；另一方
面， 不要光凭一腔热血填报志愿，
眼光需要放长远， 至少十年起步，
一些专业可能目前是 “热门” ，但
可 能 等 你 毕 业 时 就 变 成 了 “冷
门” 。
另外， 学校的名号很有用，在
就业时，985/211/ 双一流有时候就
是入场券，最起码在毕业后的三年
内，对工作很有帮助。
同时，如果未来就业规划是报
考公务员，就需要提前看看国考或
是省考的招考公告， 关注 “出镜
率” 高的专业，提前做好打算，比如
车辆工程，在公考中几乎没有这个
专业专门的岗位，只能报考没有专
业限制的岗位，竞争会大很多。

这些问题 需要高度重视

杨再华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考生
在志愿填报时，可能存在以下问题：一是
过于考虑学校层次而忽视专业选择。 最
好把两个方面综合起来考虑， 特别要注
意“名牌大学” 中有自己极不喜欢的专
业的情况下，如果可能调剂到这类专业，
是会让自己大学四年的学习很难受的，
并且可能会与个人的发展愿景相背离，
要规避这种风险。
二是不服从专业调剂存在极大风
险。 如果没有足够的把握录取到自己选
择的专业，尽量服从专业调剂，一旦投档
到某所大学而
不能录取到选

择的专业，又不服从专业调剂，就会从该
批次退档；如果落到该批次的征集志愿，
选择面更小，竞争更大，风险也更大。
三是填报志愿时出现疏忽。 建议考
生在正式填报志愿之前， 先做网上的模
拟演练，熟悉填报志愿的流程；做充分的
思考和选择，填好纸质样表；正式填报时
按照要求冷静、细致地做好每一步，仔细
检查后正式提交。
四是填报志愿过程中不要轻信小道
消息。 以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阳光高考信
息平台、高校官网、官方微博、微信公众
号等发布的信息为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静

编辑 / 版式

贺孝瑚

校对 / 陈颉

园艺专业李佳容
尽量选择名气大的学校
李佳容，2019 年毕业于海南大
学园艺专业，来自黑龙江，高考分
数 549 分， 超过该省理科一本线
（483 分）37 分。
在李佳容看来，职业的选择一
方面可以参考所学习的专业，但能
走多远还是要看自己对未来的规
划。
她建议，填报志愿时，比起分
数， 更需要关注在全省的排名，即
位次。 因为高考题每年难易有差
异，分数肯定也是有差异的，但能
被哪个学校录取，还是要看自己的
排名。
另外，能上名气大的学校就去

名 气 大 的 学 校 ，985/211/ 双 一 流
等，如果去不了，就选择专业名气
大但学校稍微差一点的学校。 至于
报考什么专业，建议多查信息多了
解， 比如看院校课程专业目录，以
及专业日后就业方向和行业缺口
等信息，综合参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