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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酷热的 6 月高考，近 900 万的中国考生终于等到了录取通知
书，再过几天，新生们将带着美好的憧憬去梦想中的大学报到。与此同
时，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德国，50 多万名高中毕业生也将在 10 月份迎来
自己崭新的大学生活。
德国也有“高考”吗？都考些什么内容？听说不用一考定终身而且
怎么都能上大学，那德国的考生还会有压力吗？这些年德国填报大学志
愿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德国学生参加
“高考”
（Abitur）

考生联名抗议各州考试难度不一
统一
“高考”
仍争议不断

占比三分之二
平时成绩决定能否上大学
小学毕业后按照学生资质分流
中学分为五类，
只有文理中学的学生才有资格直接参加
“高考”
高中最后两年的八门科目成绩最关键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
“高考”
总成绩不足 300 分就无缘大学，
一辈子只有一次补考机会
“高考”
题量不大，
注重考查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

每年 3 月开始是德国的高中毕业考试季，会
一直持续到 7 月份。由于德国各州实行的教育
管理法规不尽相同，各州 Abitur 的考试要求也
不完全一样。每个州有自己的 Abitur 时间，比
如黑森州已经考完了笔试，而拜仁州还没开考。
要想申请到理想的大学，Abitur 成绩是关键，
一般由两个部分构成：高中最后两年的平时学习
成绩和毕业考试成绩，这两项加权计算后得出来
最终总成绩，满分是 900 分，其中 600 分是平时成
绩，300 分是毕业考试成绩。如果总成绩不足 300
分那就无缘大学了，而且一个考生一辈子只有一
次补考的机会。
另外，Abitur 考试形式除了笔试，还有口试，
通常是 3+1 或 4+1，也就是三或四门笔试外加一
门口试。一般是三或四个主修加一个辅修科目，
其中主修笔试一般在两星期内完成，辅修在三星
期后进行口试。这样一来，Abitur 考试从开始到
全部结束，
一般需要一个多月时间。
德国 Abitur 每次考试的答题时间一般为 3-6
个小时。可以带食物和饮料进入考场，也可以随
时上厕所。所有外语类考试允许携带词典，数学
考试还允许带计算机和数学公式表。考试的宗旨

是测试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对知识的融汇贯
通，
不需要死记硬背。
Abitur 考试题量不是很大，考生可以从考题
中三选一，选择自己擅长的题目作答。考试内容
多注重学生的解题思路、对问题的观察角度和逻
辑分析的深入程度，往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把一
个复杂的题目分解为几个层层递进的小问题，然
后再逐一解释分析，
表明自己的观点。
例 如 ，以 下 是 拜 仁 州 的 德 语 模 拟 考 题 ——
歌德的诗歌《重逢》：
a)赏析点评一下沃尔夫冈·冯·歌德的诗歌《重
逢》。在评论时，
请特别注意诗中所指的世界和人类本
质形象，
并请参考本文附录中摘要的歌德《颜色论》。
b)根据您对歌德《重逢》的赏析结论，请自由
选择另一位作者的文学作品做比较，指出自然科
学的观点是如何影响文学作品的。
大家不要小看这道题，这里涉及了关于科学
理性和文学感性的探讨，比如歌德驳斥牛顿对
“光产生不同颜色的解释”是错的。解题不仅从
文学角度，还可以从哲学思辨入手。第二题还要
自选另一位作者的类似作品，这其实是在考察平
时的阅读质量。

◎

任淼淼

为期一个多月的毕业考试马拉松
笑到最后凭实力

前不久，
近10万名刚刚参加了2019年高中毕业
考试的考生联名抗议，要求放宽数学考试的评分标
准。抗议的起因是今年一些州（巴伐利亚、
下萨克森、
图林根等）的数学题太难了，
甚至出现了老师从来没讲
过的内容。有些老师也站了出来为学生说话，
希望教
育局认真对待学生的请愿，
寻求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
然而，各个州的解决办法却大相径庭。萨尔州
经过调查，发现今年数学题的难度的确超出了以往
的考试水平，学生的分数会被相应地适当提高。巴
伐利亚州和下萨克森州认为，题目虽然难了一些，
但没有超出范围，所以维持原判，不会放宽标准。
这两个州的学生虽怨气满满，
但也无能为力。
考生请愿事件不仅引起了媒体的持续关注，一
些教育界权威也加入进来，比如巴登-符腾堡州的
文化部长苏珊娜·艾森曼呼吁，
对复杂而不统一的德
国
“高考”
制度进行改革，
完全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
至少统一出题，
统一考试时间，
从而平衡联邦各州不
同程度的教育水平，
让学生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从 2017 年开始，
针对
“高考”
出题成立了一个所
谓的中央题库，
各州可以选择从题库中抽取德语、
数

德国 高考 看平时

的孩子，
即特别学校。
小学毕业在 11 岁左右，根据学生的平
时成绩和学习潜力，老师会建议学生进入
不同的中学继续学习。资质差的学生会被
老师建议去普通中学，分数平平又貌似不
爱学习的学生会被分到实业中学，只有又
爱学习又被认为有潜力的学生会去文理中
学。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师资力量，因
材施教；坏处是过早地把学生按分数分成
不同的阶层，让本来有潜质但叛逆的学生
越来越自卑，失去了学习的积极性。
德国的文理中学其实和国内的重点高
中差不多，不同之处是：只有文理中学的学
生才有资格直接参加准入大学的高中毕业
考试（Abitur)。普通中学和实业中学的毕
业生一般会接受为期三年的职业定向培
训，然后直接进入就业市场。如果有一天
这些普通和实业中学的学生突然改变想
法，想上大学，他们仍然有“接受教育的第

三条途径”——可以在职业学校报名参加
应用技术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或者普通高校
入学资格考试，或者可以通过职业实践获
得上大学的资格，例如凭借职业技能考试
的毕业证书便可以代替高中毕业文凭获得
上大学的资格。
虽然这条路要比正常的高考艰辛得
多，要付出双倍的努力，但是至少对那些曾
经年少迷惘的学生是一次改变命运、重新
选择的机会。
和国内备战高考的学生一样，上文理
中学的孩子一路走来也不容易。因为从五
年级开始，他们的平时成绩已经决定了他
们今后能不能上大学。虽然德国高中生不
用“十年寒窗苦，一考定终身”，但不同学科
的平时成绩会被计入高
中毕业的最终成绩中，所
以学生在平时测验中也
是不敢大意的。
这个平时成绩占毕业
总分数的三分之二，平时
考试内容至少包括学生在
高中阶段的八门科目。在
科目的选择上既强调全面
发展也会顾及学生自己的
兴趣所在，足见德国人考
虑问题的面面俱到。
学校把可选择的课
程 分 为 三 个 大 类 ，学 生
们的选课必须涵盖所有的三个分类课
程，其中德语和数学为考试必选项，其他
科目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兴趣进
行选择。比如语言艺术类：包括德语、英
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拉丁语以
及音乐和美术等课程；自然科学类：包括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营养学、信息技
术等课程 ；社会科学类：包括政治经济、
历史、地理、宗教、道德和哲学等课程以
及体育课。
德国高中平时每次考试和成绩的评定
都是按照 0-15 分的分数来计算的，
15 分为
最高，0 分最低。每学期的成绩由口语和笔
试两方面组成，一般各占 50%，其中口语成
绩取决于课堂发言和一些课题演讲的表
现。最后两年内（四个学期）所选八门科目
的平时成绩至少累计要达到 200 分以上才
有资格参加 Abitur。

高中毕业考试就是大学敲门砖

由 于 德 国 是 一 个 联 邦 制 的 国 家 ，教
育 体 制 的 立 法 权 属 于 各 州 ，所 以 德 国 没
有统一的全国性高考。德国高中毕业考
试由德国的 16 个州各自独立命题，各个
高 校 也 是 自 主 招 生 ，高 中 毕 业 考 试 就 相
当于德国学生申请大学的“敲门砖”，德
国 人 称 之 为 Abitur（Abitur 是 拉 丁 文 ，原
意 是“ 离 开 ”的 意 思），即 等 同 于 德 国 的
“高考”。
想如愿进入德国的大学，
首先要拥有高
中毕业考试资格，
这意味着不但要上指定类
型的中学，
还要达到一定的分数标准。这里
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德国的中学体制。
德国的中学分为五类：普通中学、实业
中学、
文理中学以及涵盖前三种类型的综合
中学。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针对有智力缺陷

考生请愿希望
“高考”
统一出题
反对者认为统一
“高考”
只会降低整体教学水平
建立
“中央题库”
，
各州可从中抽取考题

学、英语和法语的考试题。建立这个中央题库的目
的是让各个州“高考”题的难易程度有可比性，然而
各个州仍然有自主出题的权利，即便从题库里抽取
了题目，
也可以自由修改或放宽评分标准。
德国教师协会主席苏珊娜·琳克理卿非常反对
统一“高考”题目。她在采访时对巴登-符腾堡州
的文化部长隔空喊话：
“如果学校必须用统一的教
程、统一的寒暑假时间表，不但学生根本没有选择
教育资源的权利，
也会降低整体的教学水平。”
一方面，家长和学生抱怨德国各个州的教材、
师资水平还有提供的课程都不一样。如果因为工
作关系，要举家从一个州搬到另外一个州，这对学
生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另一方面，联邦很多州
都坚持自主出题和招生，担心如果统一“高考”会普
遍降低录取分数线，
放宽对学生的要求。
对于未来的德国“高考”是否需要改革的话题
还会一直持续下去。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先统一规
定考试的时间长度和选择的科目，大学在招生的时
候可以增加一个面试环节，不再单单依赖高中毕业
考试的成绩。

毕业成绩终生有效
报考志愿有后悔药可吃
德国大学没有综合排名，
只有院系专业排名
各大学自主招生，
候选名单上的往届考生被优先考虑
不同年代考生报考志愿的趋势不同，
00 后首先考虑个人兴趣

德国的教育是社会福利，
从小学到大学
都是免学费的，
对外国留学生也一视同仁。但
德国的教育体系同样充满着激烈竞争，
毕竟好
的教师资源有限，
而且德国的大学排名也不像
美国一样进行综合排名，
而是院系排名，
比如
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建筑学、
柏林洪堡大学的会
计金融学、
卡鲁理工大学的土木工程、
柏林自
由大学的教育学等等，
都是德国排名第一的专
业，
想要申请必须有漂亮的成绩单。
学生拿到自己的高中毕业考试分数
后，首先要弄清楚理想的学校专业是夏季
还是冬季招生。如果想增加在德国的大学
录取机会，还必须找到每个学校相关学位课程的额
外信息：注册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需要提交什么
材料？对于想学的专业有什么限制？往年的 NC 分
值是什么？NC 是 Numerus Clausus 的缩写，它是根
据当年专业的供求关系计算的平均分值，也就是最
低录取分数线。
德国各大学自主决定招生人数和录取标准，首
先会把前 20%的名额给成绩排名靠前的应届考生，
接下来 20%的名额会优先分配给一直在候选名单上
的往届考生。往届考生的录取评判是根据等待的
时间，等候时间越长录取的几率就越高。如果等候
时间相等，再看谁的毕业考试成绩高一些。这些往
届考生一般是因为成绩不理想，所以当年才没有被
录取，但如果执意想学某个专业，可以申请当候
补。在候补的这段时间，可以去工作或者实习，也
可以去国外读一个学位。总而言之，只要你有耐心
等下去，
在德国就一定可以上大学。
剩下的60%名额由大学自己决定，
一般按照应届
考生的成绩排序，
择优录取。有些专业还会再组织一
次测试来决定最终的录取名单。名额招满之后，
余下
的申请者将自动进入候补名单，
只能等着调剂或再申
请其他学校和专业了。所以，
为了增加录取几率，
一
定要多报几个大学。
当然，在德国也有一些大众的专业没有任何
入学限制，例如，机械制造或电气工程等。然而，
这些专业前三个学期的考试淘汰率很高，以便达
到“理想”的学生数量，确保毕业生的质量。
笔者在德国有一个中国好友叫海伦，
她的女儿今
年高中毕业，
收到了科隆大学经济数学系的录取通知
书。和中国的考生家长一样，
海伦也在考试前就开始
关注收集大学的招生信息，
并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咨询
大学专业的报考经验，
周末她还亲自开车带女儿去各
个大学校园感受一下氛围。作为母亲，
她非常开明，
只适当地提一些建议，
尊重女儿自己的决定。
作为曾经的德国大学毕业生一枚，笔者也和海
伦分享了自己的心得: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
一定
要拿高分数去精英大学，
学炙手可热的专业，
这样才
能拥有一份高薪并且受人尊重的职业。但是如果只
因为别人眼中羡慕的美好而去选专业，即使坚持下
来，也过度消耗了自己的学习热情。笔者的一个同

事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她从小就是别人眼中的学
霸，家里人一直希望她去学医。她听从了父母的建
议，
以满分的成绩进入海得堡大学的医学系（德国最
好的医学院之一）。结果越学越痛苦，每天都想辍
学。但家人不停劝说，
都已经投入四年的时间，
怎么
都要毕业。她每一门成绩都不错，
但考试一结束，
她
就把所有的书本烧掉解恨。离毕业还有一个学期，
她没有和家人商量，
突然决定转学法律专业，
这意味
着一切重新开始。然而，
在作出决定的那一刻，
她说
从未如此轻松。还好德国的 Abitur 成绩终生有效，
大学允许学生半路反悔，
重新选择学校和专业。
上面的故事只是个例，为了深入了解德国人对
报考大学志愿的想法，笔者在身边认识的德国朋友
和同事中做了一个小调查——
“你们当时报考志愿
的时候都考虑了哪些因素？”虽然取样有限，但调查
结果多少代表了每个时代学生们想法上的变化。
身边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当时选专业时被告
知，
工业和汽车制造业还有化工制药是实体经济的支
柱，
所以最热门的是和机械制造或者生物制药相关的专
业；
80/90年代的人回答我，
当时德国的银行业和咨询业
收入非常高，
身边很多人都选择学法律、
金融或者会计
税务一类的；
00后们似乎对这些所谓的高薪热门专业
并不怎么认同，
他们认为没有人能预测未来就业市场的
需求，
说不定很多的创新领域会产生现在听都没听说过
的职业。所以，
报志愿时优先考虑的不是就业和收入前
景，
而是选择的专业是否符合个人的兴趣和价值观。
几代人报考大学志愿的趋势变化也从侧面反映
出德国社会的变迁，
只有在没有生存压力的前提下，
个人的选择才能越来越多元自主。正如美国开国元
勋约翰·亚当斯曾所说：
“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
我
的儿子才有机会学习数学和哲学，
这样他的孩子也才
有机会学习艺术。
”
（本文作者定居德国 13 年，目前在一家跨国零
售企业的财务部担任高级项目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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