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前线·

志愿填报，艺考生如何“权时制宜”？

高考结束后，如何填报志愿是摆在家长和考生面前的
大事。每一个参加艺考的考生都有自己的喜好与特点，因此
高考志愿填报的个性化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分数相
同、性别相同、报考类别相同的考生在对院校和专业的选
择上也会有所不同。与普通类高考考生相比，艺术类考生的
特殊性与复杂性导致了志愿填报难度的增大。本文以统考
（联考）、校考成绩，文化、专业成绩各不相同的四个山西
省考生的真实案例进行讲解，旨在为考生点明艺术类志愿
填报的奥秘。

一、校考失利，凭统考成绩冲进“985”

【考生信息】

姓名 小洁 性别 女 科类 艺理

高考年份 2017 高考成绩 332 统考成绩
257

（美术）

校考院校 鲁迅美术学院、长春师范学院

家长及考

生意愿

考生方面，希望尽量选择适合自己的院校和专业，在大学期

间学好专业的同时能全面发展，有进一步深造的打算；家长

方面，希望孩子能学有利于就业的好专业。由于考生家长在

北京工作，希望孩子能尽量在北京或周边省份就读

【专家分析】

该考生文化课 332 分，而艺术类第一批本科分数线为

313 分，因为艺术类专业按艺术综合（文理不分）排序，所
以这个分数在全省所有美术类考生中是一个较低的分数。该
生美术统考成绩为 257 分，山西省美术统考满分为 300 分，
虽然当年山西省未公布专业分数成绩分布情况，但 257 分
应属于专业统考成绩高分段。

根据校考成绩分析，考生取得鲁迅美术学院合格证的
两个专业，文化课总分均要求达 350 以上，考生不符合报
考条件。因此，该考生在提前批只需要考虑使用统考成绩录
取的院校。另外，该生还取得长春师范学院校考合格证，该
校在山西省第二批本科（A 类）批次招生，艺术类各专业按
文化课成绩投档。根据该生的专业统考成绩和文化课分数推
断，她在提前批和第一批本科（A、B 类）的被录取的概率
非常大。即便考生在先前批次都没有被录取，凭借她的专业
省统考成绩在第二批本科（A 类）也会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报考实录】

提前批

1. 因考生校考失利，且文化课没有优势可言，所以按在
使用美术省统考成绩录取的院校且按专业排序的山东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大学、西安理工大学、
西安邮电大学、河北环境工程学院等 6 所院校中进行选择。
考虑到该生专业成绩有很大优势，在提前批即使不能录取， 
第一批本科 A、B 类也能保底，从而确定出“提前批尽量冲
高”的报考策略。

●张永辉

【每日一句】Whatever good things we build end up building us.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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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院校办学层次、类型、学科实力、地理位置等因
素，笔者综合考虑，推荐考生将山东大学填报为第一志愿，
然后又结合考生兴趣爱好、学科特长，并参考往年的录取
数据，确定在该院校依次填报视觉传达设计和美术学 2 个
专业。

2. 提前批可填报 2 所院校志愿，第一志愿如未能录取，
第二志愿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所填报院校一志愿考生未能录
满。从近些年情况看，在提前批中，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
况，除非该院校录取条件颇为苛刻，没有或极少考生符合
报考条件。再加上该生专业成绩很突出，提前批第一志愿如
未能录取，第一批本科 A 类录取概率将非常大。因此，把
山东大学为第一志愿后，用同样方法分析，结合考生专业
意向，确定第二志愿填报西北大学，专业为设计学类。西北
大学 2017 年在山西招生设计学类专业，有 10 个计划。

第一志愿 山东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美术学）

第二志愿 西北大学（设计学类）

第一批本科 A 类

经筛选分析，第一批本科 A 类中，符合条件的仅河北
工业大学和云南大学这两所院校，两所院校同为“211 工
程”大学。河北工业大学位于天津，符合考生家长对区位
的愿望，但该校为工科强校，1998 年才开设艺术设计专
业，2002 年 7 月成立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相比之下，云
南大学在学科实力、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等方面则更胜一
筹，其艺术与设计学院是隶属于云南大学的专业艺术学院，
下设美术系、环境设计系、视觉传达设计系、数码媒体艺
术设计系、服装与服饰设计系，拥有美术学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权和涵盖美术和设计方向艺术专业硕士，本科专业 6
个（美术学、音乐学、绘画、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服
装与服饰设计）。笔者经过对比分析，加上考生对昆明这座
城市的向往，确定该批次第一志愿为云南大学和第二志愿
为河北工业大学。

第一志愿 云南大学

第二志愿 河北工业大学

第一批本科 B 类

经笔者分析，依据考生的专业成绩来看，提前批即使
录取不了，第一批本科 A 类录取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因此，
第一批本科 B 类就成了保底志愿。第一批本科 B 类按专业

成绩排序，结合院校类型、学科实力等因素，确定该批次
第一志愿填报山西师范大学；考虑到第二批本科 A 类中还有
更好的选择，决定将第二志愿空缺。

第一志愿 山西师范大学

第二志愿 空缺

【录取结果】

该生顺利被山东大学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录取。
【经验总结】

1. 取得校考合格证并不一定能被该校录取。在使用校
考成绩和使用统考成绩的院校里如何选择，一定要综合考
虑。

2. 部分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和部分“985 工程”“211
工程”院校和专业对考生的专业成绩、文化课成绩总分和单
科成绩有很高的要求，一定要仔细查看院校招生简章和招
生章程，对比自己是否符合报考条件，不能盲目报考。

二、统考未过线，凭校考成绩提前批获录取

【考生信息】

姓名 小利 性别 女 科类 艺文

高考年份 2018 高考成绩 426 统考成绩

304（编
导）、69

（表演）

校考院校 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联合大学等

家长及考

生意愿

提前批两所校考合格学校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联合大学都地

处首都北京，从录取概率来看，如果文化课能达到要求，两

校录取概率都很大。但中央戏剧学院是许多艺考生梦寐以求

的学府，这两所院校明显不在一个层次，考生和家长都非常

希望能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

【专家分析】

该生获得四所院校的校考合格证，其中中央戏剧学院、
北京联合大学两所院校在提前批招生，另外两所院校在第
二批本科 A 类批次招生。山西省 2018 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史类第一批本科为 546 分，艺术类
（文）第二批本科为 309 分；专业成绩控制线：表演专业投
档资格分为 71 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投档资格分为 314 分。
该考生表演专业 69 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304 分，两个专
业均没有达到投档线，这意味着考生只能在校考合格院校
中选择。

【每日一句】Put your heart, mind, and soul into even your smallest acts. This is the secret of success.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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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实录】

1. 中央戏剧学院属于独立设置的艺术类院校，文化课
录取最低控制线由该校自行划定。电影电视系影视制片方向
专业，考生成绩 93.65 分，专业排名第 7 名，该专业招生计
划 40 人，发放 100 个合格证。该专业按专业成绩排名录取，
该考生专业成绩排名靠前。考生文化课成绩总分 426，虽远
超过艺术类第二批控制分数线 309，但未达到中央戏剧学
院文化课要求（即省一批线 546×0.85=464），不具备报考 
资格。

2. 考生取得校考合格证的另外一所学校北京联合大学
是北京市属综合性大学，其前身是 1978 年北京市依靠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创办的 36 所大学分校。北京联合大学
表演专业在山西省按校考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文化课考试成绩要求达到山西省艺术类本科第二批最低控
制分数线。考生校考表演本科专业初试总成绩 177.89，山
西省排名第一，也就是说，该考生只要文化课达到山西省
艺术类本科第二批本科控制线（2017 年为 294 分），第一志
愿报考该校，就一定会被录取。

【录取结果】

考生在提前批报考了北京联合大学表演专业，并被成
功录取。

【经验总结】

1. 专业统考（联考）失利或者成绩并不突出的考生有
时能在校考中出奇制胜。

2. 经教育部批准的 30 所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艺术
类本科专业和 15 所高校的部分艺术类本科专业，可自行划
定文化课录取最低控制线。校考取得多个校考合格证时怎样
取舍，要依据招生院校和专业的录取规则，认真分析其对
考生身体条件、文化课总分、单科成绩、专业成绩等要求，
评估院校招生计划情况，参看往年录取数据综合研判。

三、文化成绩低，靠专业成绩上强校

【考生信息】　

　

姓名 小洋 性别 女 科类 艺理

高考年份 2019 高考成绩 307 统考成绩
234

（美术）

校考院校 无

家长及考

生意愿

如果可能，尽量上山西省外发达地区大城市的院校，以及学

科实力雄厚、专业性较强的院校

【专家分析】

2019 年山西全省统考上线（220 分以上）考生累计
11560 人，该生专业分属于中高分段。该生高考成绩 307
分，比艺术类第二批本科（理）最低控制线 302 分仅高 5 分，
所以该考生文化课属于低分。

【报考实录】

1. 因该考生文化课毫无优势，只能选择依据专业成绩
录取的院校和专业。

2. 可报批次方面，该考生高考文化课未达到艺术类一
批分数线，因此只能填报提前批、第二批本科 A 类和第二
批本科 B 类。

3. 考生在提前批可“冲一冲”但机会很小，因此确定
以稳为主，第二批本科 A 类为重点批次，第二批本科 B 类
用来保底。

提前批

1. 筛选出该批次 2019 年按专业成绩排序录取的院校，
有华侨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贵州大学、西安工业大学、
西安邮电大学等共 17 所。

2. 这 17 所院校中，筛选出 2018 年使用统考成绩录取
的院校，按专业成绩排序，选取前 9 所院校。结合 2018 年
录取数据看，考生这个成绩在这 9 所院校中达不到任何一
所院校的要求，而且差距较大。

3. 其余 8 所院校中，有 2 所 2018 年使用山西省美术
统考成绩，但 2018 年未按专业成绩排序录取；有 6 所院校
2018 年使用校考成绩，2019 年改用山西省美术专业省级统
考成绩。考虑到这 8 所院校没有往年录取数据，部分考生
可能会望而生畏，报考人数相对较少，在分数不占优势的
情况下，考生或许有机会胜出，因此决定提前批第一志愿
和第二志愿尽量在这 8 所院校中选取。

4. 之后，综合考虑院校层次、学科优势和地理位置及
院校或专业特殊要求等因素后，提前批报考方案确定如下。

第一志愿 江西财经大学

第二志愿 青岛科技大学

不过，在正式填报时，考生和家长商量之后，将两所
院校位置调换，将青岛科技大学报在第一志愿。结果，考生
在提前批未能“冲”进青岛科技大学。

第二批本科 A、B 类

1. 提前批“冲一冲”未果后，得知先前批次的同学已
被录取，考生和家长都有点着急，在第二批本科 A 类选择

【每日一句】Faith is like a muscle. If you did not use it, you lose it.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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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专业时期望值大大降低。考生和家长提出，如果学校
和专业实力较强，愿意到东北和西北地区就读，只希望能
尽量确保考生在这个批次录取。

2. 考生专业成绩在提前批没有优势，但提前批和第一
批本科 A、B 类录取结束后，高分考生数量大大减少。结合
录取计划、实际录取人数以及全省专业统考成绩分布统计
综合分析可知，考生 234 分的统考成绩在未录取考生中属
于中等偏上位置。因此，在第二批本科 A 类中，应坚决避
开热门城市和院校，在中低分段院校中寻找学科实力较强、
性价比高的院校。筛选出所有按专业排序录取的学校后，结
合往年录取数据进一步缩小范围到 8 所院校：山东师范大
学、曲阜师范大学、山东财经大学、贵州师范学院、云南
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北方民族大学、齐齐哈尔大学。

3. 之后，从学校层次、地理位置和学科实力方面考虑，
确定了青岛农业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三所
院校为备选。经过反复斟酌，从中确定该批次第一志愿为西
北师范大学。首先，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悠久，其前身为国
立北平师范大学，发端于 1902 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同建设的重点大学。学校学科
实力雄厚，美术学是国家级特色专业，为一级博士学位授
权学科，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美术学为 B—。其次，录取
概率方面，该校当年首次使用山西省统考成绩录取，往年
使用校考成绩录取，因此没有可以参考的数据，报考人数
可能较少。最后，该校地处西北，报考热度可能相对较低。
该校招生计划 15 人，其中美术学类（美术学、绘画、视觉
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招生 10 人，美术学（中国画、油画，
师范类，于敦煌市就读）5 人。

4. 齐齐哈尔大学是黑龙江省属三所综合性大学之一，
该校具备一定专业实力，但地理位置稍显偏僻，预计录取
分数不会很高，颇具性价比，同时考生对东北地区也非常
向往。经分析笔者认为，齐齐哈尔大学报在第一志愿录取概
率很大，报在第二志愿或许也有机会。

5. 第二批本科 B 类为保底批次。在该批次按专业排序
的所有院校中，考生专业成绩有绝对优势，初选出所有相
关院校后，结合考生意愿确定第一志愿为哈尔滨学院，第
二志愿为潍坊学院。

第二批本科A类
第一志愿 西北师范大学

第二志愿 齐齐哈尔大学

第二批本科B类
第一志愿 哈尔滨学院

第二志愿 潍坊学院

【录取结果】

该生被录取到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类专业。
【经验总结】

分数不占优势的考生如果将目光投放到稍偏远点的地
区，那些学科实力较强、性价比突出的院校也不失为较好
的选择。

四、专业成绩低，拼文化成绩能逆袭

【考生信息】

姓名 小柯 性别 女 科类 艺理

高考年份 2019 高考成绩 462 统考成绩
66（舞

蹈）

校考院校 无

家长及考

生意愿

尽量到发达地区较大城市的综合实力较强的学校，对所读专

业并不是很介意；考生有今后从事教师职业的意愿，对心理

学有浓厚兴趣，想发挥舞蹈特长

【专家分析】

该考生提前批、第一批本科 A 类和第一批本科 B 类自
己随意填报，导致未被录取，第二批本科志愿填报时，才
考虑规划志愿填报方案。舞蹈专业省控线为 65 分，线上共
有 3227 人，可以看出，该生专业成绩属于低分段；但考生
高考成绩文化课总分 462 分，不仅远超艺术类文化课二本
分数线 302，还超过理工类分数线（432 分）30 分，若以文
化分计，在舞蹈考生中应该属于高分段。

根据《山西省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艺术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方可填报艺术类院校和专业志愿。第
二批本科（A、B、C 类）批次艺术类院校志愿与文史、理
工类院校志愿同时投档，第二批本科（A、B、C 类）批次
只能选报艺术类院校（专业）志愿或文史、理工类院校志愿，
艺术类院校（专业）志愿与文史、理工类院校志愿不能同时
兼报。

【报考实录】

第二批本科 A 类

1. 以考生这个高考成绩，不论按理工类还是按照艺术
类来报考第二批本科批次志愿，都可以被顺利录取。但如果
按照理工类填报，结合往年录取数据来看，考生超批次线
30 分的成绩在第二批本科 A 类中选择余地很小，只有少量
偏远地区的相对冷门的院校。

如果按照艺术类填报，在第二批本科 A 类则有可能进
入地理位置更好、院校综合实力更强的院校。结合考生及

【每日一句】An expert is a person who avoids small error as he sweeps on to the grand fallacy.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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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前线·

扫一扫，马上问专家

家长意愿，笔者建议该考生在第二批本科 A 类按照艺术类 
填报。

2. 在第二批本科 A 类筛选出来的院校中，参考文化课
成绩录取的院校共有 9 所，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录取
时文化课成绩所占比重最大，而该生专业课成绩较低，文
化课优势非常明显，录取规则对考生最为有利。结合往年录
取数据估计，第一志愿报考该校，录取概率很大。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由北京师范大学和珠海市人民
政府合作举办，了解院校相关信息后，考生和家长十分认
同学校的教育创新和人才培养模式，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
区核心城市，也符合家长和考生对学校所处位置的期望。

第二批本科 B 类

1. 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总分 462，按照理工类填报，在
第二批本科 B 类有一定优势，能上第二批本科 B 类的绝大
多数院校；按艺术类填报，可选院校数量和层次都没有优
势。因此，确定第二批本科 B 类按照理工类填报。

2. 考虑到该生有今后从事教师职业的意愿，对心理学
有浓厚兴趣，想发挥舞蹈特长，因此笔者建议该批次平行
志愿 A 报考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按照往年录取数据来
看，录取把握很大。

第二批本科A类

（艺术类）

第一志愿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其他 略

第二批本科B类

（理工类）

平行志愿A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其他 略

【录取结果】

最终，该生如愿以偿，顺利被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舞蹈学专业录取。

【经验总结】

艺术类考生文化课成绩如果能达到文史、理工类最低
控制线，就会面临按艺术类还是文史、理工类填报的这一
选择。这时，考生可依据自身兴趣爱好、学科特长、职业取
向、价值观等，再结合招生计划和往年录取数据分别划出
目标院校范围，对比文史、理工或艺术类目标院校及专业，
综合研判，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最优选择。

【每日一句】Promotion should no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accomplishment, or avoiding instability more important than taking the right risk.

·报考要记住·

1. 高考出分到提前批填报中间只有一天时间（对于笔者

所在的山西省而言），报考时间往往十分仓促。高考出分前，

考生和家长就可根据自身优势、文化课基础和专业省统考

（联考）成绩和专业校考成绩，提前做报考预案。

2. 艺术类志愿填报要突出个性化，准确定位考生的优

势，确定出最适合也是最有利于自己的录取规则，然后根据

录取规则划定院校和专业范围。

3. 合理确定各批次“冲稳保”的策略，慎重选择各批次

第一志愿，专业排序要参考院校录取规则。

4. 结合院校招生计划增减情况、往年录取数据等评估录

取概率大小，认真分析，仔细权衡。

5. 参考各院校和专业往年录取数据时应特别注意：艺术

类每个院校及专业招生计划数的变化；顺序志愿、平行志愿

模式下的影响因素；各院校及专业录取规则并非一成不变；

往年录取数据仅仅是做参考，不能过于较真。

6. 随着考生成绩分布和院校录取数据越来越公开透明，

再加上网络等媒体传播，使得各种“报考科普”越来越泛滥，

极易造成实行顺序志愿模式省份的考生扎堆报考和“大小年”

现象。

7. 部分家长会通过各种报考微信群和讲座学习报考知

识，但如果只听表面，不去理解其深刻内涵，就会出现扎堆

报考专家列举过的院校和专业的现象。

一个好的志愿方案，需要根据高考录取规则和高校情况，结

合考生的个性差异来拟定，而这只有资深的专家才能给出。2020

年，求学杂志联合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推出志愿填

报一对一指导服务，用权威的数据、专业的方法为广大考生排忧

解难，填出更完美的志愿！

70

｛高考志愿策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