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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全省前50名就两个济南娃
青烟潍共24人，虽然高考分数比不过胶东考生，但济南孩子创新潜质更高一筹

□记者 王富晓

生活日报7月14日讯 14日
开始，我省高考自主招生批次进
入投档录检阶段。对于号称能够
检验考生学科特长和创新能力的
自主招生来说，济南学生的入围
情况如何呢？而每逢高考出成绩，
很多省城的家长都有这样的疑
问：咱们济南的孩子，高考成绩咋
就不如烟台、潍坊、青岛等胶东城
市的考生分数高呢？事实果真如
此吗？到底有啥原因呢？咱们济南
的学生优势又在哪些方面？

在今年的高考中，理科成绩
排名全省前50名的，咱济南考生
只有两人，分别是位列25名的章
丘四中孙宇训，以及位列第48名
的省实验中学丁文泽。

放眼全省来看，在这50名理
科顶尖学霸当中，烟台最多11人，
青岛第二8人，潍坊第三5人，这三
个城市的考生数量，占据了近一
半。其次为淄博、济宁各4人，东
营、日照各3人，临沂、威海、枣庄、
济南各2人，德州、泰安、莱芜、聊
城各1人。而在全省排名前10位的

考生中，烟台考生更是占据了3
人。

同样，另外一个数据也能说
明问题。尽管最近几年教育主管
部门不再炒作高考状元，但是每
年的高考最高分，都能在成绩公
布后第一时间被掌握，而这些“状
元”，已经多年与济南无缘：今年
理科最高分来自嘉祥一中，去年
则来自滕州一中。而再往前数，昌
邑、平度、莱州、淄博等地的高中，
经常会出现最高分，而济南的高
中却很久没有状元出现了。

一所高中的高三年级主任
告诉记者，高考状元的出现，有
一定的偶然因素。在他看来，高
中成绩稳定在700分以上的几十
个学生，能力基本相差无几，谁
能在高考中发挥得更好，谁就可
能是状元。

当然，即便是在省城济南这
一范围内，通常，最高分的出现也
不一定就局限在市区的中学。最
近几年，章丘四中、商河一中、济
北中学等都曾出过全市的最高
分，这一现象，同样让不少家长感
到疑惑。

□记者 王富晓

虽然济南的学生在高考成绩
上似乎并不占上风，但是也有自
己的优势。比如，从自主招生入围
人数上，省实验中学名列前茅，在
保送生上，济南也很有优势。

八大名校自主招生

省实验入围人数第二
从历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来

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
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这8所高校的录取分数线
最高。因此，记者选取了这八大名
校的自主招生入围情况，作为统
计的样本。

从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公示的自主招生名单发现，今年，
一共有120余名考生入围八大名
校的自主招生，人数比去年有所
下降，分布在全省40余所高中。单
纯从入围总数这一指标来看，排
在前11位的依次是：胜利一中（15
人）、省实验中学（13人）、泰安一
中（9人）、莱芜一中（7人）、青岛二
中（6人）、历城二中（5人）、邹平一
中（5人）、东营一中（4人）、广饶一
中（4人）、烟台二中（4人）、寿光一
中（4人）。此外，山师附中（3人）、
章丘四中（3人）、龙口一中（3人）、
日照一中（3人）、临沂一中（3人）
名次也比较靠前。

与前几年相比，省实验中学、
胜利一中、泰安一中作为自主招
生输出大户，依然傲视群雄，莱芜
一中位次大幅度前移，而往年人
数较多的淄博实验中学，今年跌
出了前十名。

值得一提的是，能够获得北
大或者清华的自主招生优惠券，
这些学生自然是非常优秀。今年，
除去北大的博雅计划和清华的新
领军计划，单单通过自主招生来
看，胜利一中有6个北大和4个清

华的自招名额，独占鳌头。而省实
验中学则是2个北大和3个清华，
数量同样位居前列，历城二中也
有2人获得北大的自招优惠券，同
样难能可贵。

需要说明的是，今年自主招
生考试全部放在了高考之后进
行，对于大部分考生来说，通常只
能参加一所高校的选拔，因此入
围八大名校的总人数会有所减
少。

保送清华北大

17人中11人是济南娃
从去年起，保送生招生政策

就大幅瘦身，具备保送资格的学
生由过去8类大幅缩减。阳光平台
数据显示，只有奥赛生、英语生、
优秀生拥有保送资格。

以我省为例，保送生人数前
年为712人，去年锐减到242人，这
一减幅达到66%，而在今年，这一
数字为237人，仅减少5人。

在这237名保送生中，来自
济南外国语学校的外语类保送
生录取数量为220人，省级优秀
学生录取的6人中，包括济南七
中的王傲然；另外，奥赛保送的
11名学生当中，历城二中有2人
进入北大，还有3人保送进入清
华，济南学生的保送生录取比
例优势明显。

对于最受关注的北大和清华
保送生情况来看，我省今年一共
有17人保送进入北大或者清华，
其中8人被北大录取，9人被清华
录取。北大录取的保送生中，有3
名奥赛类保送生，有5名外语类保
送生；清华录取的保送生中，有8
名奥赛类保送生，仅有1名外语类
保送生。

值得一提的是，济南学生竞争
优势尤为明显，在保送进入北大清
华的学生中，有11人出自济南的中
学，包括济南外国语有6人保送北
大清华，历城二中有5人保送。

自主招生和保送生是长项
237名保送生中外国语学校占了220人

省城一所高中的高三年级主任
告诉记者，如果单纯以高考成绩来衡
量，济南考生总数少，像潍坊，每年都
是考生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学生数
量多，从概率上来说，高分考生就会
多一些。

“当然，不可否认，同样的学生，
如果经历一下那种魔鬼式的训练方
式，每个人高考总成绩提上10分，根
本不成问题。”这名业内人士分析说，
高考的考查，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知识
点的熟练掌握程度，对大部分考生来
说，80%的题目会做，并且做对了，就
有机会考上一本。

这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曾经
去过胶东的一些高中观摩，当地的高
中时间安排的确很紧。比如，所有学
生都得住校，早晨五点半起床，晚上
十点半熄灯，而各种名目繁多的测
试，更是一个接着一个，“如此高强度
训练下来，考生对于一些知识点的掌
握，都差不多形成了一种应激反应，
熟练程度提高了，应付高考的常见知
识点，并不是个大问题。”

对于济南学生高考成绩不如胶
东考生的说法，多位受访的教育界业
内人士均表示，不能单纯以高考成绩
来衡量教育水平。“高考就是一个门
槛，大家过去了，还是要考察查每个
人的综合素质，比如组织能力，比如
个人特长和情商的培养，这些内容，
咱们济南的学生丝毫不差，甚至会领
先一步。”

山东大学一名李姓辅导员告诉
记者，在大一期间，济南、青岛这些城
市里出来的孩子，总体活跃程度明显
高一些，表现也会更好一些，所以，大
一的时候，很多班级的班干部，都是
济南的学生去担任，以便更好地开展
班级工作。

记者 王富晓

专家观点

高考分数不如胶东

不代表教育水平低
□记者 王富晓

济南娃娃高考分数比不过胶东
孩子，但是自主招生方面非常突出，
为什么会这样？

省内一所重点高校招办负责人
告诉记者，根据教育部对自主招生考
试的要求，今年这些名校都会特别强
调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这一条件，很
多成绩均衡、单科不突出的学生，在
资料审核关就被刷掉了。可以说，学
科特长这一关，越来越被高校看重。

对于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这
些在高考中难以评价的指标，在自
主招生的面试中才能被挖掘。从省
城的实验中学、历城二中、山师附
中、章丘四中等学校的自招人数入
围情况来看，济南的学生在创新潜

质方面，位居全省的前列。
同样，从很多济南学生获得的

加分优惠程度来看，济南的学生在
面试等环节表现出来的综合能力，
放在全省来看，同样也是位居前列。
比如，今年济南市的理科最高分孙
宇训，在北大的自主招生中，轻而易
举地获得了降60分的录取优惠，这
样的优惠幅度，领先绝大多数获得
北大自招优惠券的考生。

同样，对于不少济南的家长所
担心的问题，有不少业内人士分析，
在平时的学习和训练中，济南的学
生更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这在以
考察知识熟练程度为主的高考当
中，自然不会占据太大的优势。不
过，从长远来看，对于学生的全面发
展还是有利的。

济南学生创新潜质全省数得着
但这些指标在高考中难以体现

□记者 王富晓

尽管济南学生创新能力比较
强，但毕竟大部分考生想上大学，还
是要看高考分数的。记者了解到，为
了让孩子在高考中考个好分数，不
少家长让孩子去高考分数较高的地
方借读。

王勇是（化名）省城一家事业单
位的中层领导，老家烟台莱州，在他
眼里，高中三年就应该是拼命学习，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样子。而儿子所
在的这所重点高中，平时课业负担
也不重，孩子走读，根本不用去晚自
习，在济南读完了高一和高二之后，
王勇坚持要把儿子送回老家借读。

王勇告诉记者，借读后孩子反映
最困难的，就是除了考试和做题，基

本没有其他的业余活动。而一月一大
考、一周一小考的训练模式，更让他
对考试产生了一种机械地应付。

高三下学期，孩子的成绩慢慢
提了上来，王勇的心才逐渐放了下
来。“高考成绩还不错，当年正好被
山大录取，而平时跟孩子成绩差不
多的几个同学，过一本线的不多，很
多都是在二本线左右徘徊。”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目前省城
的一些高中，到了高三，几乎每个班
级都有三五人跑到烟台、潍坊等地
的高中去借读，最后回到济南来参
加考试。很多考生和家长反映，出去
借读这一年，成绩提高得会比较快。

同样，即便是在济南，也有一部
分家长特意把孩子送到章丘四中，
或者济北中学去借读。

延伸阅读

为考重点 济南娃去烟台借读

2015高考全省理科前50名 2015高考全省文科前50名

烟台 11人

青岛 8人

潍坊 5人

淄博 4人济宁 4人东营 3人

日照 3人

临沂 2人

威海 2人

泰安 1人

枣庄 2人

济南 2人 聊城 1人
德州 1人

莱芜 1人

潍坊 15人

烟台 10人

青岛 9人

淄博 5人

威海 3人

东营 3人

济南 1人
日照 1人
济宁 1人 泰安 1人

枣庄 1人

八八大大名名校校自自主主招招生生入入围围人人数数（（部部分分高高中中））
胜利一中15人

省实验中学13人

泰安一中9人

莱芜一中7人
青岛二中6人

历城二中5人

邹平一中5人

东营一中4人

广饶一中4人

烟台二中4人

山师附中3人 章丘四中3人

保保送送生生
((清清华华北北大大))

其中济南

全省

其他城市

17人
11人 (济南外国语学校6人 历城二中5人)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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