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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科目“四改三”是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 ,将对我国

高等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文章阐述了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科目“四改三”的背景及概念 ;并从目前研究生招

生考试在公平性、导向性、科学选拔性、安全性、效率性等方面的现状入手 ,分析了这次改革的益处 ;得出了这

次改革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很有必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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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科目“四改三”是研究生招生考试

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 ,将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重大的

影响。 这一改革受到了众多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部

分高等教育工作者对这次改革的科学性尚持怀疑的态度。但

是 ,笔者认为初试科目“四改三”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很有

必要。本文将从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公平性、导向性、科学选拔

性、安全性、效率性等方面探讨这次改革的必要性 ,希望能为

这次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一、初试科目“四改三”有利于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进一

步的公平、公正

1.目前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太多且难

度难以统一 ,使整个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平性不足。

现代教育理论普遍认为高等教育首先要坚持“入学机会

均等”的办学原则。而目前我国教育资源相对缺乏 ,无法完全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需求 ,所以研究生教育

还得坚持“择优培养”的办学原则。研究生教育要同时坚持这

两个办学原则 ,就得依靠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公平性。 所以研

究生招生考试的公平性是研究生教育坚持“入学机会均等”

与“择优培养”辩证统一的具体体现 ,是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

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但是 ,目前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中单位自命题科目

众多 ,且自命题科目试卷的难易程度客观上又很难做到全国

的统一。因此全国范围内报考同一学科专业的考生初试所考

科目与难度具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有些单位为了完成招生计

划 ,人为主观地降低命题难度和阅卷评分标准。 这些都使自

命题科目的成绩不具有可比性。然而考生进入复试的基本分

数线却是国家统一划定的。 这种起点明显不同 ,结果貌似公

正的评价标准 [1] ,造成了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不公平。

2.初试科目“四改三”有利于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平

性增强。

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由自命题考试造成的不公平现象

随着自命题考试的存在而客观存在 ,要改善这一现象就需要

对招生单位自命题考试进行改革。初试科目“四改三”使招生

单位的自命题科目数大大减少 ;而且由于实行国家统考与招

生单位联合命题考试也使命题的质量有所提高 ,有助于试题

难易程度、评分标准的一致。 这些使全国范围内报考同一学

科专业的考生所考科目相同或者难度相似。 可见 ,研究生招

生考试初试科目 “四改三”有利于研究生招生考试起点的相

同或相似 ,使得整个研究生招生考试更加公平、公正。

二、初试科目“四改三”有利于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体系

对大学教育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1.目前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

教育产生了消极的“应试教育”导向。

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决定考生能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 “选

拔性考试”。 这种“选拔性考试”的本质必然会使它对大学教

育产生导向作用。 而且这种导向作用是客观存在的 ,会随着

大学应届生中报考研究生比例的增加而更加明显。 同时 ,这

种导向作用具有“双刃剑”作用 ,可能对大学教育产生积极的

作用 ,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 而这取决于研究生招生考试

体系的设置 ,所以研究生招生考试改革应尽量使它对大学教

育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 ,在目前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体系的引导下 ,大学

教育中学生的学习产生了“应试”的倾向。 为了考研成功 ,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将大量的时间、精力放到考研

需要的课程上 ,对其他与考研无关的课程一律采取应付的态

度 ,导致大学后阶段缺课、逃课的现象严重。这使考生的知识

面变窄 ,不利于考生将来的全面发展。 而且考生为了取得考

试高分 ,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知识的死记硬背和考试技巧的

钻研上 ,使考生大学阶段的学习变成 “为考试而进行的学

习” ,与目前倡导并确立的“素质教育”背道而驰。 同时 ,在目

前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体系的引导下 ,大学教育中学校的教

学也产生了“应试”的倾向。 一些高校出于各种因素 (如研究

生升学率对今后生源的影响等 )的考虑 ,盲目追求考研率 ,导

致许多高校以各种不同的名目开设各种各样的考研辅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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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 ,有的学校专门针对相应学校的考研试题展开大量

的题海训练和考试技巧训练来突击辅导 ,以帮助本校考生在

考研中取得高分 ,提高学校的考研率。 这种大学教育中针对

考研进行的教育 ,严重背离了高等教育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的任务。

2.初试科目“四改三”有利于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体系

对大学教育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科目“四改三”表面上减少了考试

的科目数 ,是“减法” ;但是初试科目“四改三”后 ,专业基础综

合科目考试为大学本科阶段专业基础课的综合考试 [2 ] ,将涉

及多门课程 ,所以本质上是“加法”。 这样考生考研需要认真

对待的专业课程由原来的两门变成了多门 ,而且“专业基础

综合”涉及的课程越多 ,考生们需要认真对待的课程就越多 ,

大学后阶段逃课复习的情况就越少。 另外 ,专业基础综合科

目的考试内容为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所必备的专业基础知

识、基本理论以及相应能力 [2]。 这使得原来以研究应试技巧

与死记硬背为主的复习方式将被理解和应用知识的学习方

式代替 ,考生将被引导注重知识面的扩展 ,注重利用所学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

可见 ,初试考试科目“四改三”能够改善我国大学教育中

目前存在的“应试”的倾向 ,有利于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体系

对大学教育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三、初试科目“四改三”有利于进一步发挥我国研究生招

生考试复试的功能 ,实现对人才的科学选拔

1.目前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与复试的功能定位不

明确 ,使得 “重初试轻复试”现象严重 ,影响了研究生招生考

试对人才的科学选拔。

由于考试技术水平的局限 ,任何考试都不可能考查考生

应具备的全部知识与能力 ,只能抽样、在短时间内考查 [3 ]。而

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目标是为研究生教育选拔优秀的生源 ,所

以必须追求考试的结果能够综合、全面地反映出考生的真实

水平。研究生招生考试要实现这一追求就需要坚持对人才科

学选拔的原则。 随着素质教育观念的确立 ,研究生招生考试

坚持对人才科学选拔的原则就是要利用多样化的方式对考

生做出综合、全面的评价。 所以研究生招生考试要充分发挥

初试与复试不同的功能 ,使两者互为补充 ,从不同角度全面

地考察考生。

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与复试是它实现对人才全面评

价的两个重要环节 ,两者的功能作用应该有着不同的侧重。

初试应该侧重对考生基础性知识与一般能力的考核 ;复试应

该侧重对考生专业知识与综合能力的考核。两者的功能作用

形成互补 ,有利于研究生招生考试对考生的全面考核。但是 ,

长期以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既发挥着它应发挥的

功能 ,也发挥着复试应发挥的部分功能。 初试对复试功能的

侵占使初试与复试的功能定位不够明确 ,以至于长期以来

“重初试轻复试”现象严重。尽管近年来一直强调加大复试的

权重、地位 ,但是由于初试与复试功能定位的问题始终没有

彻底解决 ,导致实际操作中 ,许多招生单位仍把复试作为初

试的延续 ,没有充分发挥出复试的功能作用 ,影响了研究生

招生考试对考生的科学选拔。

2.初试科目“四改三”将进一步明确初试与复试的功能

定位 ,有利于充分发挥复试的作用 ,有利于我国研究生招生

考试实现对人才的科学选拔。

研究生招生考试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初试与复试相对独

立 ,但又紧密相关 ,初试的改革必然会促进复试的改革。初试

科目“四改三”后 ,初试侧重考察基本素质、一般能力和学科

基本素养 [2] ;对考生专业素质、实践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等方

面的考查将只能在复试中进行。这样初试与复试的功能定位

将进一步的明确。同时 ,初试科目“四改三”后 ,招生单位也不

得不更多地依赖复试来实现对考生的进一步选拔。这些都有

利于改善“重初试轻复试”的现象 ,使复试的功能作用进一步

的发挥。初试与复试发挥不同的功能作用 ,互为补充 ,有利于

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实现对人才的科学选拔。

四、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科目“四改三”有利于研究生招

生考试的安全性

研究生招生考试安全始终是招生工作的生命线 ,不仅关

系到人才选拔的质量 ,而且事关社会稳定和公平公正以及和

谐社会的构建 [4]。而目前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存在着由招生

单位自命题考试带来的安全隐患。尽管招生单位主观上一直

努力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但是客观上很难消除。这是因为:首

先 ,招生单位自命题考试命题教师的选派很难有可操作的具

体实施细则。 其次 ,招生单位自命题考试命题教师的身份很

难被完全保密。第三 ,自命题试卷从命题到阅卷 ,时间跨度较

长 ,无法做到将命题教师考前一直“入闱”管理。试想 ,高校中

的命题教师一般都担任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工作 ,如果让

他们采取“入闱”的工作形式 ,将会至少在一个月内造成几十

门或数百门课程无教师上课的严重后果 [5]。

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科目“四改三”后将从根本上减少

由招生单位自命题考试带来的安全隐患 ,从而有利于研究生

招生考试的安全性。

五、初试科目“四改三”有利于提高研究生招生工作的效

率

目前我国招生单位承担的初试考务工作繁重。就自命题

考试这一个环节而言 ,就包含了众多的步骤。 如考前自命题

试卷的命题、印刷、分装、封装、密封、邮寄 ,考后试卷的接收、

登记、拆封、装订、阅卷、登分等。 而且出于对安全性的考虑 ,

每个环节都要进行核对 ,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也是严格限

制。 随着近年来“考研热”的不断升温 ,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

与报考人数也在不断的扩大 , 2006年全国硕士生报考人数

高达 127. 5万。这导致了各招生单位的招生工作人员只能疲

于应付各种繁琐的考务工作 ,没有精力投放于本单位招生制

度的完善与创新上 ,使得整个招生工作的效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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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科目“四改三”使招生单位的初试

命题工作量减小 ,而且随着“专业基础综合”科目大范围的实

行统考 ,阅卷工作由各省级招办统一组织 ,减少了招生单位

的初试阅卷工作量。 这样招生单位的初试考务工作大幅减

少 ,使得招生工作人员的双手能够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

放出来 ,为进行招生质量管理与招生工作的创新研究提供了

可能 ,从而提高了整个招生工作的效率。

随着时代的发展 ,研究生招生考试越来越成为社会的焦

点 ,但是不同的人群对其关注角度是不同的。 教育专家关注

它对人才的科学选拔性与对大学教育的导向性 ,招生工作者

关注它的效率性与安全性 ,社会与考生关注它的公平性。 研

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科目 “四改三”对这些方面的现状均有改

善 ,可见 ,加快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科目“四改三”是很

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

[1 ]宋　丽 .当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的不公平性与对策 [ J ].新余

高专学报 , 2006, 11( 1): 61-63.

[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 2007年改革全国硕士研究

生统一入学考试部分学科门类初试科目的通知 .教学 [2006 ] 9

号 , 2006-06-09.

[3 ]杨学为 .废科举百年祭—— 兼议《美国标准化测验一百年:争论与

反复》 [ J] .中国考试 (高考版 ) , 2003, ( 12): 9-13.

[ 4 ]振奋精神 ,齐心合力 ,全面开创 “十一五”时期研究生招生工作的

新局面——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同志在 2006年全国研究生招生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R] . 南京: 2006-03-26.

[5 ]吴佩林 ,魏 勇 .现行硕士研究生招生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 J ].扬州大学学报 (高教研究版 ) , 2004, ( 6): 71-73.

[收稿日期 ]　 2006-12

[作者简介 ]　张永泽 ( 1979-) ,男 ,山西吕梁人 ,研究实习员 ,本

科 ,从事研究生招生与教育管理工作。

(上接第 2页 )

1.研究生管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与考核 ,使其了解研究

生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及相关的管理文件、制度 ,明确职责范

围 ,增强服务意识。

2.为研究生管理人员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或定期举办

一些专题讲座 ,鼓励管理人员参加如计算机科学、高等教育

管理学以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方面的专题讲座或参加会议

交流 ,使管理人员具备一定的现代化管理意识和现代化管理

能力 ,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及时更新知识并了解国内

外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最新动态 ,并和同行进行研究生管理中

热点、难点问题的探讨 ,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3.实行有效的激励机制以保持管理队伍的相对稳定也

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2] ,有一支稳定的、熟悉研究生管理

工作的团队 ,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只有

稳定 ,才能发展。

4.鼓励研究生管理人员从多种途径积极申报并进行教育

管理方面的课题研究和发表相关的学术论文 ,并给予奖励。

总之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教育结构中最高层次的教育 ,

肩负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创新性人才的

重任 ,是我国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力量。

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仅需要有一个从

招生、培养到管理乃至学位授予全过程的完整的质量保证与

监控体系 ,而且更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 ,才能

真正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出更

多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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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cultivation by taking

every ef fective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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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 ith taking every effectiv e measure , adopting a series o f methodsto adapt new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ituation to cultiva te innovativ e talents so a 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stg raduate cultiv 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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