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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考10年扩招的回眸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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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高考扩招已经走过了10年。初衰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但扩招带来了教育质量下滑和就

业难等系列问题。必须肃清“教育产业化”思潮、充分评估大学生就业难的累积效应、注重高等学校的科学定

位和分类发展、确保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足额到位、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从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

健康发展和和谐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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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普通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以来．我国的高

考扩招已经实行了10个年头。10年来的扩招具体情况如何?

对高校、就业、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未来如何作为?本文试

图厘清和回答这些问题。

一、10年扩招的匆匆步伐

根据教育部官网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提

供的信息，笔者整理出1998年至2008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

招生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数据。见下表1。

裹1 1∞踟一2008年蕾通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及高等教

育毛入学搴一览表(单位：万人)

年份 本专科招生数 研究生招生数 高等教育毛入学搴％

2008 607．66 44．64 233

2007 565．92 41．86 23

2006 546．05 39．79 22

2005 504．46 36．48 21

2004 447．34 32．63 19

2003 382．17 26．89 17

2002 320．50 20．26 15

200l 268．28 16．52 13．3

2000 220．61 12．85 12．5

19919 159．68 9．22 10．5

1998 10836 7．25 9．8

注：本表数据不包括成人高等教育招生人数。

从上表可以看出，10年来本专科招生人数增长5倍多。

由于扩招。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02年就达到了15％。

从此进入所谓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比原计划“到2010年

接近15％”(见国务院1999年1月13日批转的‘教育部面向

2l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整整提前了8年!变化如此之

快。还是先来看看扩招背后的时代动因。

二、经济取向的应时之举

1998年席卷整个东南亚的亚洲金融危机，首先使得一些

经济学家呼吁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以刺激内需、振兴国

内经济。

中科院研究员胡鞍钢、施祖脯在1999年2月撰文认为。

加速发展高等教育是扩大内需最优先的利国利民工程。应当

及时列入中央决策与地方决策最优先的议程。1999年2月亚

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汤敏设想：以每年25％一30％的速度，三

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数量扩大一倍，如此可每年增加1000

亿元左右的消费。河南师范大学何立胜提出，皑够刺激长期

消费与投资热点的是高等教育的发展。1999年3月26日胡

鞍钢、施祖麓又明确提出，我国今后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方

针应该是。加快发展、加速变革”。加快发展就是要扩大高等

教育总量规模。【-n妊啊这些文章观点大同小异，就是要通过扩

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汤敏、胡鞍钢等人关于通过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刺激经济

增长的观点．直接导致1999年开始的普通高等教育大扩招，

年年扩招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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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始料未及的诸多难题

实事求是地说，高等教育扩招在开始的两三年里受到了

社会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高考扩招无疑增加了上大学的

机会，招生人数增加、学费提高弥补了办学经费的不足，扩招

确实扩大了内需、拉动了经济增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有

快速的增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从2002年、2003年开

始，扩招的负面问题接踵而来，政府不得不一边继续扩招，一

边忙于应对和解决下列几大问胚。

1．教育质量普遍、持续下滑

面对大规模的仓促扩招，高等学校准备不足或者来不及

准备，缺任课教师、缺辅导员、缺教室与宿舍、缺实验室与实

验设备的现象很普遍，不得已大班或并班上课、本科生上讲

台、缩减实验教学环节、允许大学生校外租住等等。加上教

风、学风的不正。大学生的整体社会形象受到一定影响。

2．学费节节攀高、贫困生不断增多

‘嘹望东方周刊)2004年曾有文章指出，目前的大学学费

一般在5000元到1万元不等。比起1989年．增加了25—30

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2．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

长，以致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2005年沉痛地说“高校的

学费不能再涨了!”。四在学费节节攀高的背后是不断增长的

贫困大学生。在全国普通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占20％左右。

特别困难学生占5％一10％。贫困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身体健

康、正常学业。甚至使他们产生心理障碍乃至走向犯罪。啊

3．高校债务压力巨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蓝皮书称公办高校在银行的贷

款规模达1500亿-2000亿元，厦门大学教授邬大光在调研后

认为此数额可能高达2000亿-2500亿元。还不包括未计算的

项目。阿高校如何化解即将到来的债务危机、高校会不会成为

。国企第二”，这都将成为今后几年值得关注的教育热点问题。

4．就业问题日益严峻

在扩招所带来的系列问题中，大学生的就业是最突出、

最严重的问题。早在1999年2、3月份汤敏、胡鞍钢等人提出

。扩大教育规模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张时，就有人从就业角度

提出了不同意见。1999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钱小英明

确认为。对于完全从缓解就业压力出发而过度扩大高校规模

的做法要采取慎重态度”。f啷删北京大学魏新教授在1999

年5月也认为要考虑扩招可能带来的未来就业问题。lllt．’,-

t,92006年2月‘南风窗>的文章<汤敏先生，扩招没有错吗?>

将矛头直指。读大学合不合算”。每月1000元左右的薪水在

城市里只够温饱，又怎能还清学校或家庭的贷款?151

四、多管齐下的解决措施

随着扩招带来的系列问题，国务院会同教育部、人事部、

劳动保障部、财政部等国家有关部委积极应对。采取种种措

施以图解决上述问题尤其是就业问题。各地方政府也在积极

跟进出台配套措施。

例如：劳动保障部门已经出台7条措施，以促进高校毕

业生就业：一是积极推进职业资格培训工程；二是做好就业

信息收集和发布工作；三是协助高校做好就业指导工作；四

是做好为毕业生服务的“窗口”工作：五是鼓励高校毕业生自

主创业；六是开展青年职业见习试点工作；七是为进行失业

登记的毕业生提供免费服务。同

又如：建立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着力解决贫困大学生上

学难问题；实施“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鼓励大学

生到西部去到基层去；扩大公务员招考的比例和扩大研究生

考试的规模(见上表1)；在户口档案迁转方面予以照顾和方

便；舆论宣传号召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尝试自主创业；高校

加大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工作的力度等等。

五、未雨绸缪的治标方略

1．正本清源，肃清“教育产业化”思潮

要对90年代末以来的“教育产业化”思潮予以批判和肃

清，重新认定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产品性质。高等教育的确

有个人获利的一面，因而具有私人产品性，但它同时提高了

劳动者的素质，为社会提供了高素质的劳动者，从这一方面

讲，高等教育也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因此。政府在举办高等教

育方面责无旁贷，应承担主要义务。正如1998年lO月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首次世界教育大会所指出的。不能减少

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也不能把大部分沉重负担转嫁给家

庭，这只能加重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然而，这些年

的扩招不仅没有减少这种不平等。反而加大了。n

2．充分评估就业难对和谐社会建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影

响

综合有关媒体的报道．2002年以来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人

数如下表2所示。

襄2 2002—2008年全国蕾通矗等学校

毕业生人数一览表(簟位：万人)

1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l毕业生人数 145．
『210

2舳 360 413 495 559 610

毕业大学生逐年增多。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就业率不容

乐观。这些失业的大学生面临就业、还贷、择偶等方面的巨大

压力。另外，我国“第二代农民工”正在成长壮大，他们正在或

将要进入就业期。许多人将会成为“城市边缘人”。田这些人由

于户籍身份与出生成长的矛盾。对城市生活爱恨交加。这两

种力量若交织在一起，对未来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一个

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纵观我国历史，多少次都是由出身草根

的知识精英和大批失地农民、无业流民相结合，形成挑战既

有统治秩序的巨大力量。

3．高等学校需要科学定位、分类发展、办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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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研究认为：中国的高等学校应当分

为三大类：一类是少量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另一类是大量

的专业性、应用型的大学或学院；还有一类是更大量的职业

性、技能型的高职院校。嗡畏据党的十六大报告阐述，。一大批

拔尖创新人才”应由精英大学来培养，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

人才”则要由一般院校和高职高专来培养。所以，高等学校必

须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从前些年的跨越式发展转向分类发

展和内涵质量建设，有所为有所不为。每种类型的高校都可

以办出重点、办出特色和优势。而不是将目标盯在不断扩大

规模上。教育主管部门更要通过政策引导，促进高等教育大

众化趋势和大众化阶段精英教育的生态平衡。

4．政府要加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确保4％到位。同时从

严控制招生数和学费标准

早在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要求“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但实际

上一直没有达到过。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认为

。中国90％的大学是公立的，姓‘公’不姓‘私’，政府应该负起

很大责任才对”。1101在这个问题上要像抓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一

样。实行行政负责官员问贵制度，保证4％及时、足额到位。同

时象控制物价一样控制招生数和学费标准，在源头上降低贫

困大学生的比例。另外，对于一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要按照

原户籍所在地的标准，一年内由当地政府发放失业救济金。

以解燃眉之急，缓解心理落差。

5．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学习德国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在初中后实行分流减轻

高考压力。对中等职业教育逐步实行免费政策。吸引优秀的

初中毕业生报考中职学校，改变目前中职生源质量普遍较差

的状况，为国家培养更多合格的技能型人才和”数以亿计的

高素质劳动者”。可以说，我国目前缺的不是大学生，而是大

批量熟练的中高级技术工人，这是由我国产业结构的性质所

决定的人才需求现状。同时，政府和社会要采取各种有效措

施增强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惟其如此．

才有可能在根本上改变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其它如加强职

业技术培训、大力发展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号召大学生转变

就业观念实行自主创业等措施，本文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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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ion and Prospects for the Ten-year Expansion of College Enrollment in China

Ye Liang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Wuxi Teachers7 College,Wuxi214001，China)

Abstract：It has been ten years sinc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panded their enrollment．The original

purpose of expansion wag to cope with economic crisis；however,it has also brought about the declining of

education quality and employment problems．Only by cleaIing up the trend of education industrialization；by

如ny evaluating the accumulation effect of employment problem,b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scientific

position and classifie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by ensuring corresponding financial funds,and by

energetically advancing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we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maintain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expansion of enrollment；employment；education

industrialization；a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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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探讨高校扩招后高考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方法对2004年高考文科生139名、理科生201名采用"症状自评量表"和"影响考生心理健康因素问卷"于

高考前4mo进行测试,并与全国常模及高考扩招前比较.结果文、理科考生除阳性症状均分外,各因子分均显著高于常模(P＜0.01);理科生总分、总均分、

阳性项目数、阳性症状均分及强迫、人际关系、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分均高于文科生(P＜0.05,0.01);文、理科考生阳性项目数及文科生的

人际关系、恐怖因子,理科生的强迫、人际关系、抑郁、敌对、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分较扩招前明显降低(P＜0.05或P＜0.01).影响考生心理健康的因素

,理科生高考应激承受能力差于文科生.结论高考扩招后文、理科考生心理健康水平较扩招前高,但仍低于国内常模.

4.期刊论文 王长乐.WANG Chang-le 高教扩招背景下的"高考"意义探析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7(5)
    高校扩招所导致的高考形势的变化,使高考外部的社会分层意义逐渐蜕化,内部的激励考生健全人格修养的教育意义逐渐加强,这有利于逐步消除以往

那些与教育无关的社会性要求,使高考回归检验考生知识和人格素质、激励考生自觉修养健全人格的本质.

5.期刊论文 张翎.Zhang Ling 对"美术高考热"的理性思考 -教育学术月刊2009(9)
    "美术高考热"的升温,并不是因为国家急需大量的美术人才,也不是因为我国的年轻人对学习美术的兴趣高涨,而是因为学生要上大学,中学要提高高

考升学率,高校要扩大招生,通过学美术考大学,被普遍认为是上大学的"捷径",这是"美术高考热"背后的主要原因.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应该正确引导其理

性回归.

6.学位论文 李芬 “美术高考热”现状与对策研究 2009
    本文以将视野聚焦于“美术高考热”原因、美术专业的课程设置与教学、美术类毕业生的就业等方面，指出在我国美术高考扩招的大背景下，美术

教育领域出现了很大变化，这一现状促使对美术高考相关问题的研究势在必行。结合这一趋势，本文运用访谈法、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据处理

法等一些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当前美术高考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归纳，总结出一些可行的改革措施。全文由绪论、正文四个章节、参考文献、附录、后

记等组成。

    文章开始就本文的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研究拟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法和努力的措施进行综述，希望本文将会给目前已引起广泛影响的美术高考提

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使美术高考体系越来越完善；此外，笔者还对目前的美术高考现状进行了一些概括，归纳了国内关于美术高考的研究现状、国外关

于美术高考的研究现状及其启示意义，接着探究了“美术高考热”产生的原因，并从各个不同的视角，从源头上来分析“美术高考热”的原因，找出问

题的根源。笔者经过具体的调查研究，发现“美术高考热”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社会需求增长的需要、国家高考扩招政策的推进、高考升学率的刺激

、美术类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等。针对“美术高考热”背景下的课程设置与教学，笔者以美术教育专业、艺术设计专业为例论证了新形势下的美术教育

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的新要求，提出了一些建议，这是全文要论证的重点。就“美术高考热”与就业的关系，笔者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发现高校美术

类毕业生就业难大致有这么几种原因：学科专业设置不合理、缺乏特色和就业前景；培养对象供给与社会需求不挂钩；毕业生对就业期望值过高；高校

就业指导流于形式，并针对美术类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提出了可行性的解决对策。在对美术高考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美术高考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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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一些构想:美术高考要兼顾专业考核和文化素质考核、要兼顾基本功测试和专业素质测试、应适度加进对民族民间艺术的考核、实行多元化的考试评

判标准，调整评卷小组的构成、根据考试需要设定考试时间和考试次数。如今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中国高考制度改革趋向分层次、多样化已是必然

，并呼吁学生、学校、社会、教育主管部门各方面紧密配合共同努力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美术高考的新局面。希望到那时，艺术会完完全全的融进人们的

日常生活当中，艺术教育的魅力也将会得到最为充分的发挥。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伴随着物质文化的进步，人们对审美文化的需求幅度必定会越来越大，教

育在任何时候都是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为目的，从这一方面说，美术高考人数适度的增加也是与时俱进的现象，但目前的美术高考过于白热化，本文

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寄以引起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社会及美术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并积极行动起来，深化美术教育体制改革，让更多人有机会

接受高等美术教育的同时，也能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专业人才，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7.期刊论文 滕建志.TENG Jian-zhi 从"美术高考热"谈对美术教育的思考 -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7,21(5)
    高校美术专业扩招导致教育资源被冲淡,盲目报考美术专业使生源专业水平下降,优秀教师少,基础训练薄弱,是高校美术教学质量下滑的主要原因.

8.期刊论文 冯嘉雪 汤敏推动高考扩招之人 -中国新时代2007(7)
    还记得陈凯歌的电影<孩子王>里那个朴实而真挚,教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文的老师吗?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也曾是个"孩

子王".

9.期刊论文 亦然 扩招,扩招,中国高教步入瓶颈 -检察风云2007(13)
    据了解,恢复高考的30年来,通过高考共为国家选拔了3600万人才,已经有1000多万名普通高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和近60万名研究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10.学位论文 黄从威 美术高考现象的分析及建议 2008
    因为“美术高考热”的产生,美术高考被社会各方所关注,在其背后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和思考。影响美术高考良性进展的因素很多,包括高中美术

教育、社会美术培训、高等学校扩招、美术招生考试制度,以及学生的意向等。

    在诸多影响美术高考的因素中,笔者认为首要因素是国家考试制度。在文化课要求相对低的情况下,不少的高中为了追求升学率而纷纷加强美术“特

长生”的“引导”,在师资和教学设施等软硬件不够齐全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办学“转型”,加快了一部分文化课成绩不好的学生转投向美术的学习,进

行美术应试教育,这样势必会影响美术教育的良性进展。其中,美术类专业的“扩招”只是产生“美术高考热”的一个“次因素”。因此,本文主要从“高

中美术教育的现状和导向”、“现代美术高考制度的解析”详细阐述,提出必要的“推动美术高考良性发展的建议”作为论述的重点。本文也仅以“美术

高考”作为一个教育现象,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现象到本质的探讨。

    对于“美术高考”产生的“社会美术培训”的现状及管理,本文仅作简要说明,旨在说明美术教育的生态也在因其而遭到巨大的破坏,“社会美术培训

”成为功利性的产业而存在,影响着美术高考的正常进行并产生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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