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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伯乐”在津门
——专访清华大学天津招生组程佳惠教授、范宝龙研究员
○

本刊记者 关悦

很多人会觉得大学招生是件很神秘的工作，对于大学招生的过程、流程并不了解。作
为一支有30个招生组、由来自各院系的老师组成的庞大招生队伍，清华招生的工作究竟是
如何开展、又是如何帮助考生报考的呢？对此，我们特别专访了参与招生工作20多年的清
华天津招生组组长、经管学院程佳惠教授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范宝龙研究员，通过对清华
天津招生历程的回顾，为您揭秘招生台前幕后的故事——

天津招生路——“高分考生首选清华”成津门共识

招生计划，清华在津调档分数线达理科698分、文科676
分。天津高考的文科第一名、市一中牛子牛和理科第一

连续十年录取津门“状元”

名、静海一中朱炳聿均考入清华。据统计，自2003年以

文理科分数线稳居高校之首

来，清华大学已连续10年录取天津市高考第一名，共有

作为世界一流的百年学府，清华一直以办学声誉

14位津门“状元”进入清华园学习，其中理科第一名12

好、教育质量高等优势吸引着津门学子。“高分考生首

人、文科第一名2人，今年首次实现文理科第一名双双

选清华”，在海河之滨已成为一种公众舆论。从2004

被清华揽入门下。

年至今，清华已连续9年保持理科调档分数线位居在津

据范老师介绍，近十年来，天津高考的理科前十

招生高校的榜首；自2008年清华开始文科招生起，文科

名，每年都有70%~80%被清华录取。今年，全市理科

调档分数线在天津也一直保持最高。以今年为例，按照

投档分700分以上的41名考生中，31人报考了清华，
占四分之三；理科实考
分700分以上的12名考生

清华大学录取天津高考第一名一览表
年份

姓名

性别 毕业中学

攻读清华院系

本科毕业后状况

中，9人被清华录取，也
占四分之三。清华统招录

2003年理科第一名

袁长锐

男

塘沽一中

计算机系

赴美留学

取的文科生，也全部在全

2004年理科第一名

孟    璐

女

外地回津

自动化系

保送攻读研究生

市投档分前20名内，其中

2005年理科第一名

兰    阳

女

南开中学

经管学院

保送攻读研究生

3人进入文科实考分全市

2006年理科第一名

刘    伦

女

耀华中学

建筑学院

保送攻读研究生

前10名。

2007年理科投档分第一名

杨    旭

男

实验中学

电子系

保送攻读研究生

2008年理科实考分第一名

广小宇

女

南开中学

电子系

赴美留学

2008年理科投档分第一名

卓子涵

男

实验中学

经管学院

保送攻读研究生

2009年文科实考分和投档分双料第一名

王    珊

女

天津七中

经管学院

本科在读

不仅高分考生云集，而且

2010年理科实考分第一名

唐天琪

女

天津一中

电子系

本科在读

志愿满足率高。经高考录

2010年理科投档分第一名

黄会真

女

天津42中

生命学院

本科在读

取的天津考生全部满足了

2011年理科实考分第一名

宋博锴

男

耀华中学

生命学院

本科在读

本人所填报的专业志愿，

2011年理科投档分第一名

刘    琦

男

蓟县一中

经管学院

本科在读

连续三年做到“志愿零风

2012年理科实考分和投档分双料第一名

朱炳聿

男

静海一中

工物系

本科在读

险、专业零调剂”，其中

2012年文科实考分和投档分双料第一名

牛子牛

男

天津一中

人文学院

本科在读

录取在第一志愿专业的考

志愿满足率不断提高
清华录取的新生，

生占到近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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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报》对清华在津招生的报道

天津招生组老师与天津市考生咨询交流

清华大学天津籍本科生近三年毕业去向统计表
去向

发展，受到社会高度认同，促进了广大考生和家长在专

就

“人文科学实验班”和“工程物理（能源实验班）”。
未来颇具发展前途的生物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临床医
学、汽车工程和“经济与金融（国际班）”等专业今年
分别在津录取了3人；热能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社会

2012年

合计

15人
25.0%
34人
56.7%

25人
35.7%
33人
47.1%

25人
32.5%
41人
53.2%

65人
31.4%
108人
52.2%

留京工作

0人

1人

3人

4人

回津工作

3人

1人

2人

6人

外地工作

2人

2人

1人

5人

国内读研

业选择上更加多元和理性。考生们在关注”热门”专业
作用的专业上。比如两位“状元”考生就分别选择了

2011年

出国留学

清华大学工程学科的强大优势、理科文科的迅速

的同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对国家和社会发展起基础性

2010年

业

灵活就业
就业小计
其他

科学实验班、法学等受到天津考生喜爱的专业，都增投
了2个或2个以上的机动名额，电子信息科学类、土木工
程、自动化分别增加到4人或5人。为大型国企中核集团
输送人才的“核工程与核技术”定向专业继续受到津城
学子青睐，以690分录取1人。

总计

3人

8人

5人

16人

8人
13.3%
3人
5.0%
60人
100%

12人
17.1%
0人
0.0%
70人
100%

11人
14.3%
0人
0.0%
77人
100%

31人
15.0%
3人
1.4%
207人
100%

注：“灵活就业”是指自由职业或自主创业等；
“其他”包括正在联系出国等。

持续多年大幅扩招
范宝龙老师介绍，由于多年来天津生源质量一直

走近招生组——招生老师如何工作？

很高，因此本着“重点扩招”的原则，清华在发布今
年招生计划时，就已经给天津增加了2个名额。在此基

按部就班、乱中有序的招生工作计划

础上，录取时又向天津增投29个机动指标。其中，理

提起招生工作，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往往是熙攘忙

科比原计划39人增招21人，文科比原定招生5人增加1

碌的咨询现场。实际上，招生工作远不止这些，看似

倍，还在艺术类为清华美院招收3人。经高考录取的天

忙乱，实则乱中有序、有条不紊。

津考生总人数达73人，是原公布计划的166%。加上保

据程佳惠老师介绍，每年招生组都会提前制定出

送生，今年清华在津招生总数为87人，增招人数、增

整个招生年度的周密工作计划。从9、10月份总结上一

招比例和高考录取总人数，都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这

学年度招生工作开始，招生组便投入了下一年度的招

也是清华大学自2004年以来连续第9年在津大幅“扩

生宣传；11、12月，招生组会到各中学进行保送生、

招”。9年来，每年清华在津增招人数都在10人以上，

自主招生的宣传、考察；元旦到寒假开学后，开展保

尤其近5年，每年增招人数都达到20多人。

送生、自主招生的笔试、面试及最终认定；再到5、6
67

招生
天津人在清华

月，便迎来了招生宣传工作的“重头戏”──召开大型宣

的老师们十分用心之处。招生咨询中，就业问题是很多考

讲会，每年都会吸引五六百名考生及家长参加，并在填报

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天津招生组专门请在清华就业指导

志愿期间进行连续一周的一对一、面对面的现场咨询；7

中心工作的金蕾莅老师帮助统计了历年天津生源学生的毕

月中旬，完成招生录取。

业去向，甚至具体单位，以便考生和家长们能生动具体地

据统计，仅上一招生年度，天津招生组面向天津考生
举办的咨询宣讲会、座谈交流会，以及接待天津各中学师
生来清华参观等活动，就有30余次。

了解清华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多年来，天津优秀学生多集中于市区几所重点中学，
而郊区考生由于路途遥远、信息不畅等原因，容易出现分
数很高但不敢报考，或者报考志愿不当而未能进入理想

“寓教于招”、服务社会的清华理念

院校、理想专业的现象。对此，天津招生组安排了当年由

天津招生组的老师们觉得，清华的招生宣传工作，不

蓟县考上大学的赵刚老师专门负责郊县中学的招生咨询工

仅是为了吸引和选拔优秀的学生到清华学习，而且也是树

作，赵老师每年都要深入多所郊县学校，为同学们作政策

立清华形象、传播清华精神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始终坚

宣讲和励志报告，鼓励他们勇于向名牌大学冲击。在老师

持“寓教于招”、服务社会的招生理念。

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近十年来，清华天津生源中来自郊

面对考生们通过各种途径发出的咨询，不管分数高
低，老师们都会给予同样热情的接待，帮助考生细致分

县中学的学生从2002年的8人上升到今年的47人，所占比
例从11.2%提高到54%，超过了在津招生总数的一半。

析、加以指导。比如天津招生组专用的电子信箱，每年都

此外，由已经考入清华的优秀学子组成的招生志愿者

会收到数百封咨询邮件。负责在招生组中维护管理信箱的

队伍，在有针对性的咨询、宣传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同学

王京春老师有信必复，不厌其烦、深入细致地解释相关问

们结合自己当年报考清华的经历现身说法，很受考生的欢

题。由于白天工作繁忙，考生们收到的回信往往是在晚上

迎与信赖。

甚至夜里发出的。今年就有一位考生，虽然最后因没有过
线而未能考入清华，其家长仍特意回信说：“感谢王老师
不厌其烦地解答问题。从王老师的回信中，我们深深感到
清华人严谨热情的风范。”

津门校友的有力支持
校友一直是清华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在天津的招生工
作中，清华天津校友会做了大量工作。从2010年起，每

每年自主招生结束后，天津招生组都会专门给每位考生

年招生结束后，天津校友会都专门举行欢送会，邀请老中

发一封信，提醒入选同学不骄不躁，继续全力复习；告诉落

青校友与刚刚考入清华的新生座谈，畅谈清华优良传统，

选考生，自主招生方式入学的只占清华新生的很小一部分

帮助新学子们提前了解大学生活。天津校友会与清华天津

比例，鼓励他们调整心态，积极迎接高考，继续向心目中

招生组还连续两年联合举办新生征文活动，并将征文编印

的理想学校冲刺，清华会“一如既往地欢迎你”！正是这

成《在清华等你──天津清华新生成长故事》一书，激励

些微小的细节，使考生和家长们感受到清华的胸怀与大气，

更多的天津优秀学子报考清华。

促使很多优秀学生在激烈的招生竞争中最终选择清华。

在今年6月最为紧张的填报志愿咨询阶段，多位青年
校友来到清华招生组在天津的咨询现场，帮助开展咨询

“因才施招”、有针对性的深入咨询
如何针对不同考生的特点开展咨询，也是天津招生组

天津校友新生座谈会场（胡仁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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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他们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的生动解答，对考生们极
富说服力，很受考生和家长们的欢迎。有些校友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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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天津招生组名单
驾车前来，为天津招生组到考试院
联络、赴郊区县咨询等提供方便。
他们自己出资加油，还常常垫付高
速过桥费。为了抢时间尽快赶去与
考生们交流，“校友司机”们有时
连饭都顾不上吃。校友们不仅从多
方面对招生工作给予了帮助，更是
用实际行动向津门考生和老百姓展
示了“清华人”的形象。

程佳惠（女） 经管学院教授，天津招生组组长
范宝龙

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王希麟

力学系教授

杜丽惠（女） 水利系副教授
都    东

机械系教授、材料加工工程及自动化研究所所长

赵    刚

核研院副院长、教授

张贵新

电机系教授、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李全旺

土木系副教授

马晓红（女） 电子系副教授、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

幕后花絮——天津招生组的故事
天津招生组一共有10多位老

崔    剑（女） 校友总会副秘书长
王京春

自动化系副教授、清华园办事处主任

师，他们大多是教学、科研和管理

金蕾莅（女）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助理、讲师

岗位的骨干。因为长期从事一线教

赵曙光

新闻学院党委副书记、媒介调查实验室主任、副教授

学研究工作，老师们在介绍学科专

张    铮

新闻学院讲师

业时很有优势，也极具说服力。尽

韩小利（女） 数学系副教授，研究生工作组组长

管本职工作繁忙，而招生是没有任
何报酬和工作量的兼职任务，但老师们都把招生当成一

千万的项目都能放下，招生为什么让你这么投入啊？”都

项关系清华办学质量的重要事业，倾心、尽力地投入其

教授答曰：“那夫人每晚为什么津津有味地看电视剧啊？

中。去年咨询中，为了与几位优秀考生交流，天津招生

电视剧精彩，可那都是瞎编的故事。而我们是在那么激烈

组年轻的女教师崔剑自己驾车，在28个小时内三次往返

的竞争中为清华选才，又紧张又有意思，可是活生生的连

于天津市区与郊区静海之间，每次行程几十公里。荣获

续剧啊！”

招生工作20年“年功奖”的王希麟教授曾做过心脏手
术，每次出差咨询时，晚上睡觉都要备上呼吸机。

天津招生组的另一位老师杜丽惠和她的爱人江春波
教授都参加清华招生工作，江老师在吉林招生组，夫妻

来自机械系的都东教授是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博

二人常常“轮岗”，一人照顾孩子，一人去招生。杜老

导，担负着很多重大的科研任务，他的夫人曾问他：“几

师沟通能力极强，平易近人，很擅长对家长及考生进行
电话交流和指导。每次一到天津，杜老师进了宾馆的第
一句话就是：“给我通讯录，我开始打电话啦！” 繁
忙地接听电话，甚至让杜老师练就了“双线作战”的本
领。天津招生组的老师们开玩笑地说：“天津前一百名
的考生对杜老师的声音甚至比对天津电视台的播音员还
要熟悉。”
去年新入天津招生组就成为骨干成员的李全旺老师感
慨地说：“招生是一项需要付出感情的工作。老师间的感
情有助于形成团结和睦，共同应对挑战的集体，而与考生
的感情有助于引导他们选择清华、报考适合的专业。”
天津组成员正是带着这样一份感情、一种责任和
快乐的心情参与招生工作，“享受”招生工作带给大家
的特殊欢乐。由于工作出色，马晓红、王京春、赵刚、
杜丽惠、范宝龙等多位天津招生组老师荣获了“清华大
学招生优秀教师”奖。而天津招生组不仅多次被招办评
为“最佳招生组”，还曾自己申报并荣获了“快乐招生
奖”──对老师们而言，招到一流的生源，就是最大的

“双枪上阵”——清华招生组杜丽惠老师在紧张地接听电话

快乐和最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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