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2年“國家專項計劃”實施以來，每年

招生名額從1萬人逐漸增至10萬人，年均增長

57%，累計錄取學生37萬人，形成了保障農村和

貧困地區學生上重點高校的長效機制。據中科院

組織的第三方評估顯示，專項計劃得到多方認

可，測評滿意度高校為80%、學生為90%、地方

為100%。

■2012年，中國教育部會同國家有關部委開始
實施“國家專項計劃”，實施區域為680個
集中連片特殊困難縣，定向招生計劃1萬
名。

■2013年，實施區域擴大至832個貧困縣，定
向招生計劃3萬多名。

■2014年，教育部指導各地增加實施地方和高
校專項計劃，招生計劃原則上分別不低於高
校本科招生規模的3%、2%。

■2015年，“國家專項計劃”增至5萬名。
■2016年，“國家專項計劃”增至6萬名，三
大專項計劃共錄取9.1萬人。

■2017年，“國家專項計劃”增至6.3萬名，
三大專項計劃共錄取10萬人。

劉劉俊傑所在的宣漢縣是國貧縣俊傑所在的宣漢縣是國貧縣、、少數少數

民族待遇縣民族待遇縣，，也是四川省也是四川省7878個享個享

受受““國家專項計劃國家專項計劃””的縣區之一的縣區之一。。20122012

年年，，中國教育部會同相關部委開始實施中國教育部會同相關部委開始實施

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國家專項國家專項

計劃計劃），），20142014年又增設農村學生單獨招年又增設農村學生單獨招

生計劃生計劃（（高校專項計劃高校專項計劃）、）、地方重點高地方重點高

校招收農村學生專項計劃校招收農村學生專項計劃（（地方專項計地方專項計

劃劃），），形成了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和貧困形成了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和貧困

地區學生的制度體系地區學生的制度體系。。

““時代幸運兒時代幸運兒””獲專家錦囊獲專家錦囊
““上海財經大學是內地排名靠前的上海財經大學是內地排名靠前的

一所財經類大學一所財經類大學，，在四川招生一般要理在四川招生一般要理

科全省排名前科全省排名前11千名千名、、文科排名前文科排名前500500名名

才能入圍才能入圍。”。”劉俊傑說劉俊傑說，，以他當年的高以他當年的高

考成績根本不可能被錄取考成績根本不可能被錄取，“，“這完全得這完全得

益於益於‘‘國家專項計劃國家專項計劃’，’，我是時代的幸我是時代的幸

運兒運兒。”。”

劉俊傑的家鄉地處大巴山丘陵地劉俊傑的家鄉地處大巴山丘陵地

帶帶，，溝壑縱橫溝壑縱橫，，山路崎嶇山路崎嶇。。

小學一二年小學一二年

級階段級階段，，劉俊傑劉俊傑

在當地村小唸在當地村小唸

書書，，每天爬坡每天爬坡

上坎要走上坎要走 11 個個

多小時山路多小時山路。。

為減輕爺爺的負為減輕爺爺的負

擔不到擔不到

1010歲他便學會了做飯歲他便學會了做飯。。小學三年級時小學三年級時，，

在爺爺的陪伴下他來到縣城求學在爺爺的陪伴下他來到縣城求學。。

““從出生到讀大學從出生到讀大學，，爸爸媽媽陪伴爸爸媽媽陪伴

我的時間加起來不到我的時間加起來不到33年年。”。”劉俊傑劉俊傑

說說，，期間只去過四期間只去過四、、五次廣州五次廣州，，是一個是一個

典型的農村留守兒童典型的農村留守兒童。。

今年暑假今年暑假，，劉俊傑回到家鄉劉俊傑回到家鄉，，還特還特

地到母校宣漢中學看了看地到母校宣漢中學看了看。。母校的一草母校的一草

一木一木，，讓他回憶起了過去的難忘歲月讓他回憶起了過去的難忘歲月。。

“‘“‘國家專項計劃國家專項計劃’’報考學生須同報考學生須同

時具備三項條件時具備三項條件：：一是符合當年統一高一是符合當年統一高

考報名條件考報名條件；；二是本人具有當地連續二是本人具有當地連續33

年以上戶籍年以上戶籍，，其父親或母親或法定監護其父親或母親或法定監護

人具有當地戶籍人具有當地戶籍；；三是本人具有戶籍所三是本人具有戶籍所

在縣高中連續在縣高中連續33年學籍並實際就讀年學籍並實際就讀。”。”

劉俊傑說劉俊傑說，，當年當年44月他們便開始申請報月他們便開始申請報

名名，，然後接受教育然後接受教育、、公安等部門多次核公安等部門多次核

查查，，並經過了多渠道公開公示並經過了多渠道公開公示。。

““學校嚴格按照規範學校嚴格按照規範，，實現了招生實現了招生

政策政策、、報考條件報考條件、、報考名單等報考名單等‘‘十公十公

開開’，’，並協同當地公安等部門進行資格並協同當地公安等部門進行資格

審查審查。”。”宣漢中學校長李政軍介紹宣漢中學校長李政軍介紹，，凡凡

不具備報考條件不具備報考條件，，在學籍在學籍、、戶籍等方面戶籍等方面

弄虛作假弄虛作假，，一經發現便取消當年高考報一經發現便取消當年高考報

名名、、考試和錄取資格考試和錄取資格，，還視情節輕重給還視情節輕重給

予予33年內暫停參加各類國家教育考試的年內暫停參加各類國家教育考試的

處理處理。。

同時同時，，為讓學生及其家長了解為讓學生及其家長了解““專專

項計劃項計劃””政策政策，，該校還邀請中國科學院該校還邀請中國科學院

院士院士、、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校長席南華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校長席南華，，

大連理工大學高分子材料系主任大連理工大學高分子材料系主任、、教教

授授、、博士生導師蹇錫高等專家學者進行博士生導師蹇錫高等專家學者進行

政策解讀政策解讀，，指導學生填報高考志願指導學生填報高考志願。。

劉俊傑介紹劉俊傑介紹，，當年當年，，他以少數民族他以少數民族

待遇縣考生加待遇縣考生加1010分投檔分投檔，，分別填報了上分別填報了上

海財經大學海財經大學、、武漢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廈門大學、、中中

山大學等山大學等，，最終被上海財經大學錄取最終被上海財經大學錄取。。

積極參與公益積極參與公益 挑戰自我挑戰自我
目前目前，，劉俊傑就讀於上海財經大學劉俊傑就讀於上海財經大學

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他們班共有他們班共有5050多多

人人，，其中享受其中享受““國家專項計劃國家專項計劃””的學生的學生

有有1111人人。。

““我們入學的分數與普通學生的差我們入學的分數與普通學生的差

距在距在2020分左右分左右，，剛開始在學習方面還是剛開始在學習方面還是

有一定壓力有一定壓力。”。”劉俊傑說劉俊傑說，，大一時有點大一時有點

迷茫迷茫，，後來漸入佳境後來漸入佳境，，大一學年考了大一學年考了33..33

分分（（總分總分44分分）、）、大二大二33..22分分，，從大二開從大二開

始還選修了第二學歷法學始還選修了第二學歷法學。。

在劉俊傑的寢室裡掛着在劉俊傑的寢室裡掛着77、、88個志願個志願

者證者證，，其中有其中有22個還是全國性的活動個還是全國性的活動。。

20172017年暑假年暑假，，他還深入大巴山腹地巴中他還深入大巴山腹地巴中

南江進行社會調查南江進行社會調查，，並積極參與並積極參與““老人老人

微信班微信班””等公益活動等公益活動。。劉俊傑介紹劉俊傑介紹，，他他

從小喜歡攝影從小喜歡攝影，，便主動申請協助辦公便主動申請協助辦公

室室、、志願者部做好通聯工作志願者部做好通聯工作，，還積極參還積極參

與校內外活動與校內外活動，，成為多場重要活動的策成為多場重要活動的策

劃人劃人、、主持人主持人。。

““從初中至高中幾乎年年擔任班從初中至高中幾乎年年擔任班

長長，，但這只屬於過去但這只屬於過去。”。”劉俊傑說劉俊傑說，，他他

要不斷挑戰自我要不斷挑戰自我。。

視野開闊視野開闊 充滿無限可能充滿無限可能
採訪期間採訪期間，，香港文匯報記者見到了香港文匯報記者見到了

劉俊傑的高中同學秦容劉俊傑的高中同學秦容（（化名化名），），當年當年

她以她以610610多分的優異成績多分的優異成績，，通過通過““專項專項

計劃計劃””考入清華大學考入清華大學。。

““從幼兒園到高中從幼兒園到高中，，我幾乎沒有離我幾乎沒有離

開過縣城開過縣城，，來到北京求學感覺視野開闊來到北京求學感覺視野開闊

了許多了許多。”。”秦容介紹秦容介紹，，學校對學生信息學校對學生信息

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她感覺與普招她感覺與普招

生沒什麼不一樣生沒什麼不一樣。“。“站在清華的平台上站在清華的平台上

眺望世界眺望世界，，感覺未來充滿了無限可感覺未來充滿了無限可

能能。”。”

劉展宏是宣漢中學劉展宏是宣漢中學20142014年通過年通過““專專

項計劃項計劃””考入北大的學生考入北大的學生，，不僅保研成不僅保研成

功還留校任教功還留校任教。。99月中旬月中旬，，擔任北京大學擔任北京大學

化學學院團委副書記的劉展宏召集今年化學學院團委副書記的劉展宏召集今年

通過通過““專項計劃專項計劃””進入學院的新生進入學院的新生，，並並

以自己的成長經歷鼓勵他們發憤圖強以自己的成長經歷鼓勵他們發憤圖強。。

““楊光開在中國科學院大學學習期楊光開在中國科學院大學學習期

間成績優異被交換到德國進修間成績優異被交換到德國進修，，王敏以王敏以

全國第一名的身份保研中國人民大學法全國第一名的身份保研中國人民大學法

學院學院，，北京林業大學任雪仙通過雅思考北京林業大學任雪仙通過雅思考

試赴法國留學……試赴法國留學……””宣漢中學校長李政宣漢中學校長李政

軍說軍說，，這些學生通過這些學生通過““專項計劃專項計劃””優惠優惠

政策升入高校政策升入高校，，但他們的表現不負眾但他們的表現不負眾

望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四川
宣漢報道）今年9月10日教師節，四川

省宣漢縣南壩中學舉行了盛大的開學典

禮，2018年畢業生李海霞所在班級的

老師獲得了“突出貢獻獎”。

“今年高考，李海霞考取了667分

的優異成績，享受‘國家專項計劃’優

惠政策被清華大學錄取。”宣漢縣南壩

中學校長張松介紹，這是該校近18年來

又一個考上清華大學的學生，今年還有

24名學生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

等“雙一流”“985”高校，改寫了這

所農村高完中的歷史。

今年，宣漢中學有 10 人考入清

華、北大，其中9人享受了“國家專項

計劃”政策。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

現，宣漢縣所在的達州市今年有12人

考入清華、北大，而宣漢縣佔11席。

考入清華北大猛增
宣漢中學校園內，一面勵志牆上鐫

刻着該校歷年考入清華、北大等名校的

學生名錄。從1961年符必容、牟金昌雙

雙考入北大以來，該校共有83人考入清

華、北大。然而，2012年實施三大“專

項計劃”以來，該校便有40人考入清

華、北大。也就是說，該校最近7年考

入清華、北大的人數，與過去50多年的

人數大體相當。

不僅是考入清華、北大的學生猛

增，2018年宣漢中學考入“雙一流”

“985”高校的學生高達575人。李政

軍表示，三大“專項計劃”讓不少農村

學生升入全國一流高校，成為恢復高考

後大批貧困地區農村學生受益的一項惠

民政策。
改
寫
農
村
學
校
歷
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宣漢中學考入北大、清華統計圖
37人

4人
1人 1人

至
年

1人
5人

8人 7人
10人 10人

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簡稱

“國家專項計劃”）：由中央部門高校和

地方“211工程”高校承擔，實行單報志

願、單設批次、單獨劃線，在內地832個

貧困縣實施，包括所有集中連片特殊困難

縣和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含新疆生產

建設兵團在新疆南疆三地州的22個團場。

農村學生單獨招生（簡稱“高校專項

計劃”）：由中國教育部直屬高校和其他

自主招生試點高校承擔，招生計劃不少於

學校本科招生規模的2%，主要招收邊遠、

貧困、民族等地區勤奮好學、成績優良的

農村學生。

地方重點高校招收農村生專項計劃

（簡稱“地方專項計劃”）：由各省

（區、市）本地所屬重點高校承擔，招生

計劃原則上不少於有關高校本科一批招生

規模的3%。地方專項計劃實施區域、報考

條件和錄取辦法由各省（區、市）因地制

宜確定。

“專項計劃”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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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大巴山鬱鬱蔥蔥，一派生機盎然。

宣漢縣五寶鎮高壩子村地處大巴山腹地，離

四川省會成都約500公里，這裡便是上海財

經大學大三學生劉俊傑的家鄉。今年

暑假，劉俊傑回到闊別兩年多的故

鄉，這位從山村裡走出去的青年才

俊，受到了鄉親們的熱烈歡迎，並

贏得同村少年仰慕的眼神。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劉俊傑的父母

與當地一些年輕人結伴赴廣東打工，

並在廣州生育了劉俊傑。剛滿周歲

時，他被送回老家和年邁的爺爺為

伴，像村裡大多數孩子一樣成了一名留

守兒童。

通過十餘年的刻苦努力，劉俊傑在2016

年高考取得590分的優異成績，在國家一系列

為農村和貧困地區學生定製的升學計劃的幫助

下，獲得到大上海求學的機會，在十里八鄉傳為佳

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四川宣漢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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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四川宣
漢報道）“海霞考上理想的大學，讓我
們一家看到了希望。”9月中旬的一
天，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宣漢縣南壩鎮街
道上，見到了剛送完女兒去清華大學又
立即回家忙活的李東。李東一邊在廚房
裡忙活，一邊樂呵呵地說，他還得加班
加點為女兒掙學費。

李東是一名“廚子”，妻子在縣城
裡做清潔工，還有兩位70多歲的老人需
要贍養，生活過得十分艱辛。李東所在
的宣漢縣南壩鎮獨樹村離場鎮較遠，村
民們過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
青壯年多選擇外出打工。

今年高考，李東的女兒李海霞以
667分的優異成績獲清華大學錄取，在
這個小山村成為爆炸性的新聞。從新中
國建國以來，獨樹村僅有少數幾人考上

中專（中師）或普通大學，李海霞無疑是這個
小山村飛出的第一隻金鳳凰。“舉全家之力將女
兒送入大學，或將改變一家人的命運。雖然這個
過程非常艱辛，但非常值得。”李東說，他們一家
非常感謝老師的辛勤培養。

尊師重教重回鄉村
尊師重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然而，一度

時期由於上學貴、就業難，新的“讀書無用
論”在農村有所抬頭。

宣漢縣南壩鎮鎮長陳仕斌介紹，目前，當
地農村青年主要有考學、打工兩條出路。外出打
工雖掙錢不多，但來得快、非常直接，成為部分
農村家長的首選。但是，近年來，隨着“國家專
項計劃”政策的實施，不少農村學生考上名牌大
學，令“讀書無用論”在鄉村得到扭轉。

今年高考，南壩鎮政府組織召開盛大壯行
大會，二、三公里遠的街道兩邊站滿送行的家
長和群眾，場面十分壯觀；高考結束後，南壩
鎮政府又組織召開歡送大會，並向貧困學生發
放助學金，鼓勵農村學生通過考學脫貧致富。

宣漢縣南壩中學校長張松說，尊師重教優
良傳統正在回歸鄉村，農村學生爭相考學的良
好氛圍正在形成。

■■劉俊傑在宣劉俊傑在宣
漢中學校門口漢中學校門口
留影留影。。

■■宣漢中學校長李政軍介紹該校學生通過
宣漢中學校長李政軍介紹該校學生通過

““專項計劃專項計劃””升入名校學生情況升入名校學生情況。。

■■北京大學化學學院團委副書記劉展宏與今年通過

北京大學化學學院團委副書記劉展宏與今年通過““專項計劃專項計劃””進入學院的新生合影
進入學院的新生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劉俊傑深入四川省南江縣進行社會調查
劉俊傑深入四川省南江縣進行社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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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俊傑參加志願者劉俊傑參加志願者
活動後與同學合影活動後與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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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專項計劃
共錄取1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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