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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莞 民生

全国高校 2017 年自主招生报名工作启动，
考生可自行申请

特别优秀考生只需一本线就能入名校
东莞时报记者 李春燕

现距 2017 年高考不
到百日了。
近日，教育部陆续公
布全国高校 2017 年自主
招生简章。截至目前，包
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
内的 18 所高校已公布各
自招生方案，启动自主招
生报名工作。
记者留意到，多所名
校自主招生的人数都在
百人以上。比如说西安
交通大学自主招生人数
为 215 人，中国政法大学
自主招生人数为 100 人。
对于特别优秀的入
选 考 生 ，部 分 高 校 可 降
至一本线录取。怀揣名
校 梦 的 你 ，不 妨 看 看 这
个机会。
需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
在 90 所具有自主招
生资格的试点高校中，有
77 所面向全国招生，13
所高校只面向本省招生。
截 至 目 前 ，北 京 大
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
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等 18 所全
国重点高校已出台招生
方案。
今年，北京重点高校
自主招生的计划招生数
与去年相比基本持平，各
高校对自招入选考生依
然给予不同程度的降分

优惠。
到底什么是自主招
生呢？哪些学生适合参
加自主招生呢？教育部
表示，自主招生是我国高
校考试招生制度的有机
组成部分，是对现行统一
高考招生录取的一种补
充，主要选拔具有学科特
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
生，也就是所谓的“偏才
怪才”
。
学生只要具有学科
特 长 和 创 新 潜 质 ，就 可
以参加自主招生。当
然 ，也 要 符 合 高 考 报 名
条件。
不需推荐，
考生可自行申请
自主招生报名不需
获得推荐。考生可自行
向试点高校提出申请。
此外，考生所在中学（单
位）或原毕业中学、社会
团体或专家个人等均可
实名提供推荐材料并对
其真实性负责。
值得留意的是，参加
自主招生的学生按本省
志愿设置进行填报即
可。获得自主招生拟录
取资格的考生能否填报
提前批次，取决于所在省
的录取批次设置。详情
可咨询省级招办和自主
招生试点高校。
如果招生高校没有
限制，且时间不冲突，考
生还可以参加高校专项
计划。

名校政策点击
北京大学

时间表

今年，
北京大学自主招生政策与去年保持基
本稳定。招生涉及校本部 15 个院系的 19 个专业
及医学部 8 个专业，给予入选考生的优惠幅度保
持普通类专业分别为一本线、60 分、50 分、40 分、
30 分、20 分的优惠和医学类专业 40 分、30 分、20
分的优惠。
也就是说，
最高可获降至一本线录取。
整个选拔严格规范，招生对象被严格定位
为“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报名于
3 月 31 日截止。

3月：高校发布招生简章，考生提交申请材料
4月：高校审核考生材料
4月底前：高校公示初审通过考生名单
6月7-8日：考生参加高考
6月10-22日：高校考核
高考出分前：高校确定并公示资格名单
高考出分后：考生填报志愿，高校录取

清华大学
今年，清华大学自主招生分文理科两大方
向，共包含了 48 个专业方向，其中理工科专业
38 个，
文科专业 10 个。
获得认定学生的优惠分值从 20 至 60 分不
等，部分特别优秀生可获降至一本线的录取优
惠。其中，
要求报考人文科学实验班专业的考生
热爱历史文化，
具有扎实的国学基础，
熟悉甚至能
背诵国学经典典籍，
比如说能背诵《三字经》、
《百家
姓》、
《千字文》、
“四书”
（
《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
），
以及《周易》、
《诗经》中的一种。
报名从即日起至 3 月 31 日。
武汉大学

报名指南

2017年90所自主招生高校全部使用阳光
高考特殊类型招生报名平台
1.实名注册：每位考生只能注册一次，注册
后身份证号不能修改
2.填报个人信息
3.填报志愿、确认志愿
4.下载申请表：每个志愿对应一张申请表
5.上传申请表
特别提醒：考生应经常登录阳光高考特殊
类型招生报名平台，根据系统提示完成相应操
作，并及时查看学校发送的信息。

今年，武汉大学在自主招生考核中继续以
面试为主。在文学、历史、哲学、国学、思想政
治、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或计
算机等领域具有鲜明特长或创新潜
质的学生，
可于 3 月 27 日前报名。
考核分学院进行，以面试为主，
部分专业有笔试，但不超过 1 门、2 小
时。考核重点为学生在所报考专业
领域展现出的学科能力和创新思维
潜质，包括学科基础知识、分析解决
问题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发散思维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
东莞时报制图
范春天

蒙上双眼画画，绑着一只脚下楼
市民体验盲人、肢残人生活后感叹真不容易
东莞时报记者 冯欢

如果让你蒙上双眼，你还能画画、
倒茶吗？如果绑住一只脚，你还能上
下楼梯吗？
3 月 17 日下午，市残疾人辅助器
具服务中心与东莞市图书馆、市盲协
联合在东莞市图书馆举办了“体验残
障 融合共享”残障体验活动，通过健
全人模拟盲人与肢残人，体验他们的
日常生活，增进对他们的理解和尊重，
呼吁社会对该群体的关爱。
定向行走体验“步步惊心”
体验环节中，定向行走体验的参
与者们都小心翼翼，每一步都犹疑不
定，甚至走成了“盲杖碰头会”，真是
“步步惊心”；而在肢残人拄拐行走和
轮椅驾驶体验环节中，不少体验者手
中的拐杖或者坐的轮椅就如不听使唤
的小毛驴，
“叫它往东偏往西”，
“险象”
环生，急得他们差点忘了自己现在是
“残疾人”
，飞快地跑起来。

面对如此“乱象”，辅具中心工作
人员通过耐心指导体验者使用盲杖定
向行走或教会他们正确引导盲人行
走，达到加深参与者的体会，宣传定向
行走技能的目的；通过教授如何在不
同路况下正确驱动轮椅促使参与者们
能更加准确地给予肢残人所需的帮
助。
蒙上双眼画画无从下手
一位市民在活动现场戴上眼罩画画

“戴上眼罩画画这是第一次，感觉
眼前都是黑色的，心里没底，无从下
手。”参与体验的市民朋友直言，如果
不是亲身体验，真的没法真切感受盲
人生活的不易。
比如她体验了互助倒茶，平时很
简单的动作，成为“盲人”后心里就很
慌，生怕倒到手上或是洒得到处都是，
要是真倒开水就更不得了。这位参与
体验活动的市民希望有更多人体谅盲
人，帮助盲人。
活动过程中，参与活动的市民与
残疾朋友一起，来到东莞市图书馆的

盲文馆体验了盲文阅读，加深了大家
对信息无障碍的了解。
“体验残障 融合共享”活动是市
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的一项常规
活动，旨在通过健全人体验残障人士
日常活动，让大家更真切地去体会盲、
肢残、聋三类残疾人生活的不易等，向
需要帮助的残疾人伸出援手，形成全
社会扶残助残的良好道德风尚，真正
把温暖和祝福带到残疾人的身边。

活动现场，一位女士正在体验盲道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