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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国各地高考改革方案解读

高考改革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这标志着新一轮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意见》规定，2014年启

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2017年全面推进，到

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

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

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

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

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2016年1月15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

开。会议确定各地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已基本

完成，2016年将按照方案提出的时间表积极稳慎

推进各项工作。

2016全国各地高考改革方案正在陆续公布

中，目前宁夏、河北、江苏、广东、山东、浙

江、上海、湖南、北京等九省市自治区相继公布

了具体的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初

步估计今年25省将统一命题、使用全国卷。随着

新方案的不断推进，“应试教育”、“唯分数

论”、“一考定终身”等问题也将得以最终解

决。

为两个批次。

江西省2016年起，合并文史、理工类本科第

二、第三批次；2018年起，合并艺术、体育类第

二、第三本科批次；2020年起，进一步减少录取

批次，优化平行志愿投档和录取办法。探索学生

多次选择、被多所高校录取的可行性，增加高校

与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

上海还从今年起率先在高考录取中取消

一本、二本的划分，合并一本二本录取批

次，按照学生高考总分和院校志愿，分学校

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所有本科院校平等

竞争，成为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取消本科录取

批次的省市。

目前，全国已有山东、天津、浙江、福

建、湖北、河北、广西、四川、江西等省，

将本科第二批次与本科第三批次，合并为本

科第二批次进行招生录取。

彻底取消高考录取批次之后，高校的一

本、二本、三本身份将不复存在，考生填报

高考志愿时也不再纠结于录取批次，将更注

重对学校和专业的选择，没有特色的高校将

很难生存，高校之间的招生竞争最终要回归

到办学实力的竞争。在毕业就职时，打消了

企业对应聘者毕业院校“三六九等”的看法，

企业也会更重视毕业生自身能力。这对促进

教育公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高中考试与评价》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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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录取批次， 高校竞争回归办学实力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

校招生录取批次，2015年起在有条件的省份开展

录取批次改革试点。

2016年起，河北将先行合并本科二批和本科

三批，此外还将根据情况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

批次。

广东省从2016年起，将原第二批本科A类及

B类两个招生录取批次调整合并为“第二批本科批

次”，合并后会适度增加二本批次的志愿数。

湖北省将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本科调整

“3+3”模式， 不分文理科设置

“3+3模式”是指，语文、数学、外语3门

为必考科目，而政治、历史、地理、物理、

化学、生物等6门科目为选考科目，学生可根

据自身特点，从6门备选科目中任选3门学习，

必选科目+备选科目成绩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

成绩。

江苏省2 0 2 1年高考起，选考科目由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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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6选2”调整为“6选3”，总分还没有最终确

定，但将接近浙江高考总分。

山东2020年实施新高考“3+3”录取模式

(2014年以来，一直实行“3+综合”模式)，统

考科目减少为语数外三科。

宁夏高考“3+3”模式将于2022年实行，

宁夏高考“3+3”模式将于2022年实行，高考

总分值仍为750分，其中统一高考科目语文、

数学、外语每科150分，在思想政治、历史、

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科目中自选的3个

科目等级成绩总分为300分，自选的科目除了

作为高考总成绩的一部分，还是选择专业的

依据。

根据广东省《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广东省统一高考实行“3+3”的考试

模式，本科院校招生不分文理科设置考试科目，

实行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科目和3门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方式。统一高考的语文、数

学、外语科目分值不变，每科满分150分，3门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由考生根据所报考高校的要

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

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2018年入学

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实行新的高考方案，现在在读

的高中学生以及2016年、2017年入学的高中一年

级学生仍执行目前的高考方案，考试科目、内容

和方式不变。

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传铁介绍，湖北也将实

行“3+3”模式，今年将制定学业水平考试实施细

则，建立学业水平考试命题人员资格标准和命题

专家库。

浙江作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早在2014年已

公布改革方案，浙江实行“7选3”模式，即从思

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

(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7门设有加试题的高中

学考科目中，选择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

在文理分科大环境下，纯理的学生往往缺乏

语言表达能力，纯文的学生则欠缺理性思维能

力，而3+3模式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文理文化进行

有机融合，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但在

这种模式下，学生在选择科目时出现了多种可

能，算下来要有20种左右。“选课制”的实施对

于当前大部分学校的教育资源来说是个极大的挑

战，但也有专家表示：实际选择组合没有计算中

的多。考生还是会根据高校对科目要求合理选

择。从浙江、上海两地情况看，高校选择偏向理

科，尤其是物理化学。在新的“走班制”教学模

式下，学校如何做好师资配备、课程安排、学生

管理，学生如何适应变化、增强自我管理能力，

仍需在实践中摸索前行。我管理能力，仍需在实

践中摸索前行。

参考“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提高人文素养

上海作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从2014年9月入

学的高一学生起开始试行“两依据、一参考”的

考试招生模式。高考录取除了依据高考成绩和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还要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信息。四个方面纳入评价范围：一是品德

发展与公民素养；二是修习课程与学业成绩；三

是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四是身心健康与艺术素

养。2017年上海将启用全市统一的高中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客观记录学生的学习成长

经历。

湖南、山东也将推行“两依据、一参考”的

考试招生模式。宁夏自2017年开始将把考生在校

期间的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校录取的一项参考标

准，在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会以综合素质评价结

果为标准择优录取。

高考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会逐渐使素

质教育成为一种自觉，引导学校、家庭、学生、

社会更新教育观念，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

升，同时也引导学生不断提高人文素养，不断提

高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

两次考试机会， 改变“一考定终身”

新一轮高考改革的亮点之一就是力求破除

“一考定终身”。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

试机会，选用其中1次成绩。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简称：“学考”），各地要合理安排课程进

度和考试时间，创造条件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同

一科目参加两次考试的机会。

上海市高考英语分两次考试，其中一次随语

文数学统一考试，时间为6月份，另一次在1月

份。题目包括笔试和听说测试。考生可以选择考

一次或两次，选取较好一次的成绩计入高考总

分。

宁夏也将推行高考外语每年举行两次考试，

一次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期间，另外一次考试时

间根据教育部确定的时间安排。考生最多可申请

参加两次本年度的外语考试，选择一次较好成绩

作为其本年度高考外语考试成绩。

江苏目前已经确定高考改革后英语将实行听

力和口语一年两考，笔试还要听取各方意见，并

且考生可以享受同一必考科目参加两次考试的机

会。

广东省《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表示将改革完善一年多考制度。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和普通高考外语科目为有需要的学

生提供同一科目参加两次考试机会，学生选择最

好成绩使用，以减轻学生集中应考压力。

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表示，北京高考英语

听力与统一考试切分，一年两考取最好成绩。届

时，北京考生在高考时只需要考阅读等笔试部

分。目前，该方案已经进入教育部审批阶段。

“一年两考 ”对考生来说可能也是有利有弊

的。有利的一面是学生多了一次选择机会，改变

了“一考定终身”的现状，而另一方面可能也会增加

一些考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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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高考改革方案（不完全）

  各省   执行时间                               内容

  
  宁夏

   
   2019年

1.2017年建立普通高中考试招生综合素质档案，在自主招生中使用。
2.2019年逐步取消录取批次，推行“两依据、一参考”的考试招生模式。
3.选考科目调整为“6选3”。
4.外语考试一年两考。

  

  河北

   

   2018年

1.合并高考录取中的本三、本二批次。
2.2017年实行新的综合素质评价制度。
3.高考科目由“3+X”改为语文、数学、外语。
4.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
5.取消部分地方性加分项目。
6.艺术专业录取文化要求不得低于同批次录取控制线。
7.联考单招专业大类由3个增至10个。

  
  江苏

   
   2018年

1.选考科目由“6选2”调整为“6选3”。
2.分值比480分高，接近700分。
3.英语分值提高，听力口语一年两考。
4.“小高考”13个科目均可考两次。

  
  广东

   
   2016年

1.合并高考二本AB线 。
2.采用全国统一卷。
3.全面开放异地高考。

  
  山东

   
   2017年

1.推行“两依据、一参考”的考试招生 模式。
2.统考科目减少为语数外三科。
3.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六门学科自选三科 纳入高考成绩。

  
  浙江

   
   2016年

1.考试不再分文理，实行统一高考与高 中学考相结合。
2.实行“7选3”模式。
3.外语和选考科目考生每科可报考2次，选用 其中1次成绩。
4.实行“专业+学校”志愿，按专业(类)平行投档。

  
  上海

   
   2016年

1.合并一本、二本招生批次，扩大综合 评价录取试点范围。
2.2017年起推动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在自主招生等环节中开始使用。
3.推行“两依据、一参考”的考试招生模式。

  
  湖南 2016/2017年

1.2016年起采用全国统一卷。
2.2017推行“两依据、一参考”的考试招生模式。
3.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六门学科自 选三科纳入高考成绩。

  
  北京

   
   2020年

1.2017年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2.调整统一高考科目，多元录取机制。
3.选考科目调整为“6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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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考试招生改革背景下高中考试评价

          体系的构成以及功能作用

□ 陈富中   陕西省商南县考试管理中心

针对我国教育考试招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为了改革现行考试招生中存在的“评价标准相对

单一、选拔方式相对单一、入学通道相对单一”

等弊端，国务院于2014年9月颁布了《关于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着重构建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考试招生体系，改变现行考试招

生制度中存在的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的不

利状况。目前，以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颁布为标志的新的一轮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在这种大的背

景下，我国现行的高中考试评价体系，也由过去

的单一的以文化课书面知识作为考核内容的局

面，逐步变为由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高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等

组成的考试评价体系。以下笔者结合目前考试招

生工作的实际，就国家深化考试招生改革背景下

高中考试评价体系的组成及功能和作用展开浅显

的探讨。

一、在国务院深化考试招生实施意见颁布

前，高中考试评价制度在改革探索中得到不断丰

富充实

自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国的高中考试体系主

要由校内考试和国家选拔考试——高考组成。其

最大特点是形式单一，内容单一，功能单一，书

面文化课知识考查占主导地位，且主要用考试分

数衡量学生学习情况和教师的教学情况，其最终

目的是为高校录取服务。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实

行的高中毕业考试——会考制度，丰富了高中考

试评价体系的组成，使得普通高中考试评价体系

呈现多元化趋势，为改善高中考试评价体系的单

一状况做了有益的尝试。

会考制度的实施对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弱

化应试教育的弊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

会考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偏

差，但是站在发展的角度评价会考，其积极作用

毋庸置疑，不仅为后来的高中考试评价制度的改

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为目前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的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起到

了不可或缺的过渡作用。由于会考制度所作的有

益尝试和探索，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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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提出要“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全面

实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这样高中考试评价体系就由单一的高考选拔考

试，变为由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

考)和国家普通高中水平考试学业水平考试(学

考)并行的模式，在改革和探索中我国的高中考试

评价制度得到了充实和完善。

二、在国务院颁布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

施意见形势下，高中考试评价体系的构成

根据我国目前情况下考试招生面临的实际，

以及目前我国考试招生制度中存在的唯分数论影

响学生全面发展和一考定终身弊端使学生学习负

担过重的不足之处，国务院于2014年9月颁布《关

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确立了

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

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

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

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

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的考试招生

改革目标，并明确了要建立并完善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规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考试科

目设置、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的高中

考试评价体系改革具体目标。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随后于2014年12月教育

部发布《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

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的意见》两个具体指导今后我国高中考试评

价工作开展的纲领性文件，为下一步全面实施新

一轮的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三、在未来新的考试招生改革形势下，高中

考试评价体系的功能和作用

新的高中考试评价体系所彰显出的科学性是

不言而喻的。这种新的考试评价模式对学生的学

习和成长作出科学全面的评价，一改过去那种单

纯以书面文化课知识考试成绩作为评价依据和唯

分数至上的局面，新的高中考试评价体系更加关

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身心健康，符合国际教育改

革发展大趋势，也符合我国振兴基础教育事业和

培养创新人才的现实需求。

四、对今后发挥好现行高中考试评价体系功

能作用要实施好的主要工作

在新的一轮考试招生改革已经全面启动的情

况下，高中考试评价工作任重道远，面临着十分

艰巨的工作任务，要确保今后我国高中考试评价

体系能够发挥出应有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应当从

以下几个方面抓好今后的高中考试评价工作：

(1)  要继续进一步深化高校招生工作中的

“阳光工程”，确保高考继续沿着公正公平的轨

道向前推进。

公正公平是高考的灵魂，按照国务院《关于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要求，今

后统一高考要进一步减少考试科目，主要考语

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经过新一轮的考试招生

制度的改革，虽然高考科目有所减少，但是高考

的国家选拔考试的地位没有变，其体现社会公正

公平和教育公正公平的地位没有改变，高考在整

个高中考试评价体系中的核心灵魂地位没有变。

因此，今后继续保持高考的公正公平地位是摆在

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考试管理部门的重要

任务。

(2)  不断提高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科学性，

做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的衔接

按照国务院在《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要求中提出的，要“增强高考与高

中学习的关联度，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

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3个科目成绩组成。”在今后的高中考试评价体系

中共由高考、学考和综合素质评价共同组成，其

考试评价结果将共同承担着全面衡量高中学生学

习情况和多元化录取的重任，因此要进一步加强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科学性研究探索，积极探索

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学衔接的途径，使这

两种不同性质但有密切关联的考试制度，形成强

大的合力共同承担创新人才的培养任务。

(3)  规范管理确保综合素质评价的公正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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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的要求，今后我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的亮点，主要是要消除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弊

端，要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客观记录

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注重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主要突出做好包括

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兴趣特

长、社会实践为主要内容的综合素质评价。因此

规范管理，严格程序，强化监督，确保综合素质

评价的公开透明并保证内容的客观真实准确可

信，真正能起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的功能和作用，是实施综合素质评价的关键

所在。因此，今后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考

试管理部门以及各个高中学校都要齐抓共管，规

范管理确保综合素质评价工作落到实处，使综合

素质评价能够真正承担起全面客观反映学生综合

素质的重任。

五、今后要发挥好现行高中考试评价体系功

能作用，县级考试管理部门的工作任务

做好今后的高中考试评价工作，圆满发挥好

现行高中考试评价体系的功能和作用，其中的高

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大部分基础性的工作都

在县级考试管理部门，笔者结合县级考试管理部

门的工作实际，认为今后县级考试管理部门应当

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高中考试评价工作：

(1)  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执行国家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政策的自觉性和业务水平

以国务院深化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见颁布为

标志的新的一轮考试招生改革工作全面启动后，

将使我国考试招生工作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县级

考试管理部分作为最基层的考试招生部门，承担

着大量繁杂的基础性工作，尤其像高考报考资格

审查和以及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考务组织等工作

内容程序繁琐责任重大，因此县级考试管理部门

业务人员一定要加强学习，吃透国家教育部和省

招办出台的各种政策规定和要求，不断提高工作

人员执行国家考试招生政策的自觉性和业务水

平，认真严密做好各项工作。

(2)  进一步严格执行教育部和本省关于高考

户籍学籍的规定，严格资格审查杜绝“高考移

民”，维护国家选拔考试的公正公平

高校招生工作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严肃工

作，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的状况，再加

之近年来人口流动的频繁，高考报考资格审查工

作任务艰巨，面对今后的工作实际，县级考试管

理部门的业务人员，要将严格执行教育部和本省

的考试招生政策放在突出位置，练就一副去伪存

真的本领，在高校招生工作中杜绝“高考移

民”，努力维护国家选拔考试的公正公平，使高

中考试评价体系中的核心考试项目高考不出现任

何偏差。

(3)  认真组织好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

务工作，严明考风考纪确保其公正公平，确保不

在考务组织环节出现丝毫偏差，关系到高中考试

评价工作的兴衰成败

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属于大型考试，也

是现行高中考试评价体系中最主要的两项考查学

生对国家课标规定知识内容的掌握情况的考试形

式，这两项考试程序多，环节复杂，社会关注程

度高，因此要做好今后的高中考试评价工作，作

为县级考试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除了加强学习

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加强高考的报考资格的

审查外，做好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的考务组织工

作也很关键。在这个重要关键的工作环节中最主

要的是要做好实施考试期间的高考和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的试题安全保密和考风考纪工作，只有将

考务管理环节的工作做实做细，整个高考和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才能真正全程实现公正公平的目

标，我国现行的高中考试评价体系才能发挥出理

想的效果和作用。

研究探索新的高中考试评价体系的构成和功

能作用，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和任务，省市县三级

教育行政部门和考试管理部门都应当重视这项工

作的实践和研究，只有这样我国的高中考试评价

体系才能日臻科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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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研组效能的策略与模式

□ 邵建军   甘肃省教育厅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中心

一、 教研组的缘起

教研组在我国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但作为教

师专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却是一个令国外教育界

同行羡慕的事物，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

主义倾向。教研组的有效运作，直接影响着学校

教学、教研综合效能的发挥。

（一）教研组的缘起

作为一种长期存在于我国学校内的颇具特色

的组织形式，一般认为，教研组是新中国成立后

学习前苏联建立的。

具体而言，教育部于1952年颁布了《中学暂

行规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学各学科设立

教学研究组，由各科教员分别组织之，以研究改

进教学工作为目的。但当时的名称并不统一，有

的叫学科小组，有的叫教学小组。

1957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学教学研究组工作

条例》（草案），对教研组的名称、性质、任务

进行了具体规定，可视为教学研究组（简称教研

组）在我国的真正缘起。

（二）教研组的发展历程

教研组在我国经历了初生、发展、毁灭、恢

复、低潮、再生等几个历史阶段。

1、初生：1957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教学

研究组工作条例》标志着教研组的诞生。

2、发展：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教研组

一经建立，就成功地将各科教师组织起来，对于

在较短时间内提高师资水平发挥了关键作用。在

上世纪50～60年代，教研组在高等学校比在中小

学更为普遍，但此时的教研组的职能、任务比较

单一，设置也过于笼统。

3、毁灭：十年文革期间，包括教研组在内的

各项教育制度都遭到了极大地冲击，正常的教学

秩序难以为继，教育事业遭到了极大地破坏，教

研组更是惨遭灭顶之灾，几乎完全被取消。

4、恢复：文革结束后，一些学校陆续恢复教

研组制度，教研组成为同学科教师交流进步的最

重要组织，教研组的功能也不仅仅局限于对教材

和基本教法的研究，教学研究、教师学习、教学

经验的总结和交流等开始成为教研组的主要内

容，教研组处于恢复期，为当时的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和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很大贡献。

5、低潮：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学校的教

研组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究其主要原因，一

是经过文革动乱之后的拨乱反正以及改革开放政

策的实施，人们长期被禁锢的思想瞬间得到了解

放，学生的思想、行为、心理等等都发生了巨大

变化，学生管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课题；二是随

着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从过去片面注重教

师教的研究，到开始注重学生学的研究，学生的

学习管理日益引起学校的重视。为应对学生管理

的复杂局面，一些学校开始以年级组取代教研

组，以年级组形式办公。这样一来，同一学科的

教师被分隔在不同的年级组，教研的时间、地

点、人员都难以保证。此时的教学更多地依靠教

师的单打独斗，新教师的适应期延长，中年教师

的瓶颈难以突破，老教师的经验也不能得到有效

发挥和提升，教研组步入低潮期。

6、再生：本世纪初，随着我国新一轮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的启动，学校教育又面临着许多新问

题，教育理念的转变、教学方法的创新、学习方

法的改进等等一系列事关教育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不断涌现出来，新课改带来的巨大挑战令教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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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单兵作战的模式难以招架，特别是随着教师专

业发展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入，打造学习型组

织、创建学习型的校园文化、开展合作学习的理

念逐渐深入人心，向教研要质量的呼声将人们的

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了曾被冷落的教研组，教研组

的职能和作用再一次被重视。随着新课改的实

施，教研组起死回生，重现曙光。

时至今日，教研组建设和活动水平的高低已

经成为衡量一所学校管理水平和教育科研水平高

低的重要标志。

二、 教研组的属性及组织形式

教研组自从诞生以来，其属性就颇受争议，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研组活动的开展和整体

的发展。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教研组是一个专

门的教学研究组织，还是一个学校行政组织或者

仅仅是一个群众组织？在实际运作层面，不同的

学校管理者对教研组的认识也不同，因而对教研

组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同样的教研组在不同

的学校地位可能相差极大，其功效的发挥自然迥

异。

（一）教研组的属性

1、代表性观点：

（1）教研组是中小学校按学科设置的教学

研究单位，是学校专门从事教学、教研的机构，

它是由相同或相近的学科教师组成的以研究教学

问题、探索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

质量为宗旨的学术团体。

（2）教研组既是教师进行教学研究的组

织，也是学校的一级行政管理组织，是中等学校

集教学、科研、管理于一身的基层组织。

（3）有的学者从教师专业化角度出发，指

出教研组是教师直接面对的、关系最密切的专业

组织，是最基层的教师专业组织。

（4） 随着教研组行政性事物的增多，教研

功能出现缺失，教研组已经退化为学校教学行政

的基层单位，退化为教学事物小组。

2、教研组的属性：

根据学者的研究观点并结合我国中小学校教

研组存在的现状，我们认为教研组的属性应该定

义为：教研组是指按照学科设置的教学研究组

织，它是学校的基层行政组织，是一个学术性与

行政性合一但以学术性为主的组织。按照这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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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我们必须厘清对教研组认识的几个误区。

一是认为教研组是一个纯粹的群众组织。这

一点与国外是不同的，国外有些国家的中小学存

在着在职能上与我国教研组类似的组织，但这些

组织是纯群众性的，是自发成立的。我国的教研

组并不是纯粹的群众组织，它带有官方的行政色

彩，教师加入教研组并参加教研组的活动均带有

一定的强制性。

二是认为教研组是一个完全的行政机构。这

种认识忽略了教研组以学术性为主的价值取向。

教研组是为了研究教育教学、帮助教师发展、促

升教育教学质量而设立的专业组织，学术性是其

基本的价值取向，行政功能或者借助行政手段只

是为了确保教研组的学术价值和学术职能的正常

发挥。当前在我国，教研组的这种双重属性还缺

一不可，一个是主导，一个是保障。随着未来教

育的发展，教师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

高，教研组将越来越淡化行政色彩，真正回归其

群众性学术团体的本质。

（二）教研组的组织形式

教研组的组织形式有以下几种。

1、根据单一学科设置。即某一学科的全体教

师组成该学科教研组，化学、物理、生物等学科

教研组常常还包括实验室管理人员。

2、相近学科组成的综合教研组。由相近学科

的教师共同组成综合教研组，例如生化教研组，

甚至还有理科教研组（由物理、化学、生物教师

共同组成）、文科教研组（由历史、地理、政治

等学科教师共同组成）、艺术教研组（由音乐、

美术教师共同组成）、音体美教研组等等。综合

教研组在规模较小的学校或者学科任课教师人数

不多的情况下较为常见。

3、校际教研组（或片区教研室）。由片区内

的不同学校之间共同成立的某一学科教研组。一

般情况下，这种片区教研组的成立，往往由在片

区、该学科领域有一定学术威望的领军人物统

领，如省市级的骨干教师或学科带头人等，以其

个人的学术威望和统摄力，领导校际间的教研活

动，而且该教研室并不一定由该学科的全体教师

参加，这种教研室更倾向于群众性的学术团体。

近年来在各地兴起的名师工作室、学科基地等等

在本质上就属于这一类教研组。

4、县区以及市级教研室。县区或市一级教研

组有时又称为教研室或教科所，这一类的教研组

具有明显的行政职能，其学术特征依赖于教研员

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具有在省域或市域内开

展教育科研的资源和条件。

三、 教研组的职能分析

（一）教研组职能的演绎

教研组自成立伊始，其职能就一直在不断的

发展变化之中。教研组的职能演绎大体上分为三

个发展阶段。

1、创建初期的职能

教研组创建时期的职能比较单一，主要是组

织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如1957年颁布的《中学教

学研究组工作条例》中教研组的工作内容规定

为：学习有关中学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指示；研

究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学方法；研究教学工作、

钻研教育理论和专业科学知识；总结交流教学和

指导课外活动的经验。

2、发展中期的职能

后来，教研组的职能有所扩充，增加了资料

积累、考试分析、教师管理和帮助教师专业发展

的内容。如《教育大辞典》中所列的教研组的主

要任务有：理解和运用教学大纲和教材，改进教

学方法，搜集积累教学资料，总结交流教学经

验，组织考试命题、评卷及质量评估分析，督促

本组教师对学生自习、实验、实习加强指导；开

展教学研究工作；组织教师钻研教学理论，探索

提高教学质量的规律；帮助青年教师进修提高，

互帮互学；指导学生课外学科活动等。

3、当前的职能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为

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在国家主导下，教育掀起

了课程改革的浪潮，课改的新理念、新要求为教

研组赋予了新的职能，特别是新课改倡导的研究

性学习、探究性实验等内容更使得教研组肩负着

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使教研组职能更加丰富

和完善。在此背景下，教研组逐渐演变成为一个

集教学、教研、管理于一体的基层教师专业发展

组织及行政管理机构。

（二）教研组的职能分析

当前，随着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和职能的逐步

健全和行政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多数学校行政

管理系统运行顺畅。在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深入

实施素质教育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虽

然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教学风格是个人化

的，教师处于孤立状态之中，但就教师专业发展

而言，教师发展其专业知识与能力并不完全依靠

自己，更不是孤立地形成与改进其教学策略与风

格。这种策略与风格的形成与改进，更大程度上

依赖教师群体文化。同时，教师专业发展是克服

职业倦怠、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寻找教师

专业发展的路径，以教育科研促升教育质量成为

大势所趋。教研组以关注教师个体成长为核心，

以提高教师水平和教育质量为目的，其地位和作

用在学校得到重新评估和重视。概括起来，当前

的教研组应该包括以下4个基本职能。

1、进行相关学科的常规业务管理

教研组的常规业务管理主要包括三点。一是

组织教师进行听课、评课、集体备课、考试分

析、组织学生课外活动等涉及本学科的常规性业

务管理工作。二是积极收集、整理、改编、积累

本学科的教学资料，丰富和完善学科教学资源，

特别是软件资源；三是挖掘和组织开发本学科的

课程资源，组织开设本学科相关的校本课程等。

2、组织开展教育科研活动

这一职能主要包括两点：一是教学法的研

究，具体包括组织教师研究课标和教材；总结和

交流教学经验，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方法。二是组

织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的课题研究，探索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的规律等。

3、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这一职能主要包括四点内容。一是组织本组

教师学习教育法规、方针、教育教学理论等，包

括新课改理念的学习、研讨等。二是组织本组教

师参加各级教育科研活动（如校际间教研活动、

县区教研活动、市级教研活动以及与高校开展合

作等），拓展本组教师的专业视野；三是激励、

组织本组教师开展业务进修，促进本组教师的专

业成长；四是组织和动员本组力量，对组内的青

年教师进行全方位的业务帮扶活动，帮助青年教

师快速成长。

4、开展教研组文化建设

开展教研组文化建设主要做好三方面的工

作：一是建设团结、协作的教研组，为教师发展

和教研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二是营造比学习、

比业务、敬业爱岗、良性竞争的教研组文化氛



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

12 13

围；三是努力把教研组建设成为一个帮助教师减

压纾困、破解职业倦怠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组织。

四、 教研组的现状与困惑

（一）教研组的现状

厘清教研组的功能与定位之后，我们用所获

得的这些认识重新审视当今学校教研组的现状，

可以发现教研组的现状存在以下3个共同特征。

1、所有学校都设有教研组机构

目前，我国各地中小学的机构编制中，都设

有教研组这一机构，有的名称虽然不再称为教研

组（称为科研处），但其功能属性仍是教研组。

绝大多数学校都在学校中层管理机构之下设置年

级组和教研组。因此，不论是省市级示范校，还

是标准化学校、一般性学校，教研组这一组织仍

然牢牢地扎根于各级、各类学校当中。在各级教

育评估中，也有对教研组评估的专项内容和标

准。

2、教研组管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

纵观当前各级、各类学校，得益于长期的积

累，有关教研组的规章制度都相对完整，并且是

同学科教师全员参与。教研组活动的开展有固定

的时间、地点，对人员的出勤都有相应要求。学

校对教研组活动有相应的考核管理制度。教研组

长基本上都是学科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

3、教研组的发展在地域和校际间表现得极

不平衡

在教育发达地区和一些传统名校，教研组工

作在地域重教文化的熏陶和学校传统文化的滋养

下，其定位准确明晰、功能完善，教科研氛围浓

厚，教师成长迅速，名师辈出，学科教学质量前

探，教师归属感较强，教研组活动的开展求真务

实。例如，有些名校在学科竞赛辅导、研究性学

习指导、机器人大赛、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指导

等方面已经形成了特色，这些教研组成为学校、

学区甚至是全市的学科“强势”群体，培养出一

批学科领军人物。

相反，在一些不重视教育科研的学校，教科

研氛围淡薄，教研组往往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

架子，教研组的各项管理制度只停留在纸面，被

束之高阁。而且，这些学校的教研组活动水平不

高，教师专业成长滞后，学术能力平平，教师的

各自为战、单打独斗现象明显，教研组对学科教

高中考试与评价·2016年第1期高中考试与评价·2016年第1期

师基本上没有什么吸引力。

（二）教研组发展的不足与困惑

1、组织行政化色彩浓厚，专业特质淡化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教研组成立

的初衷是借助教师群体对教学的研讨，使教师更

好地履行教学职责。因此，教研组本应是承担一

定行政职能的专业性组织。当前许多学校的教研

组工作，教研的味道越来越淡，管理功能越来越

强，行政职能盖过甚至取代了业务职能。其日常

工作的重点是“上传下达”和事务性活动。如，

准备公开课、观摩课；组织听课、评课；组织学

习和学生学科竞赛；教研组长对组员的备课教案

检查、签字等，教研组承担的这些工作多是行政

组织的职能。并且给教师布置任务多、检查考核

多，对教学工作的研究少、对提高教学水平的具

体帮助少，其行政化组织的特点又使得教师不得

不参加这些效益不高、收获不大的活动，结果导

致越来越多的教师抱怨甚至反感教研组活动，教

研组活动的组织也越来越困难。

实际上，我国的教研组是在“全面以俄为

师”的背景下产生的，师从前苏联的“教学法小

组”。由于前苏联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课程

管理体制，教学法及其研究对教师而言非常重

要。前苏联的学校教学法小组通过各种活动，组

织教师熟悉和理解教学大纲与教科书，学习和运

用各种教学法，侧重集体研究教学法理论在具体

实践层面上的运用，强调以教学法理论为依据来

指导教学实践。

按理说，我国的教研组应该与前苏联教学法

小组的“教学研究”大同小异。但事实上并非如

此。两者一开始就不是一码事，而且越来越大相

径庭。时至今日，教学法已经逐渐淡出我国教育

的舞台，教研组活动也就无法可依，教学研究变

成了教师们自说自话，大家凭借经验、跟着感觉

“走”。

教研组专业特质淡化的现象在有关学者的研

究中得到证实。如有的学者在对有关教研组的属

性进行的研究中发现，教研组作为专业组织的特

质并未得到广大教师的一致认可，参与调查的教

师中，有一半教师认为教研组是群众组织和管理

组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半以上的普通学校教

师不认可教研组为专业组织，视之为群众组织和

管理组织的普通学校教师比例明显高于示范校。

2、活动形式模式化，内容空洞化

在处于模式化运行状态的教研组中，教研组

只存在着形式上的活动，不能履行实质性的职

能。观察此类教研组活动，往往是全组教师围坐

在一起，教研组长传达学校的阶段性工作要求，

安排部署组内的常规事物，从头至尾，只有教研

组长一个人的声音，组员的任务只是按时参会、

听从安排、会后执行而已，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活动的形式模式化，活动的内容空洞化，教

师对此也是疲于应付，教研组的其他职能无从谈

起。

此外，不少教研组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

升教育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及学习能

力方面缺乏有效的专业引领和细致的统筹安排。

有些教研组只是为了完成工作计划而象征性地开

展一些活动，没有明确的教研目标和详实的教研

措施，不能有的放矢地就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展开

深入研究。

尽管很多研究者对我国教研组大加赞赏，认

为教研组的活动方式为教师与同事交流和相互学

习提供了机会，是促进教师发展的潜在途径。但

实际上在不少学校的教研组中，这种合作只有表

面上的和谐，却没有实质上的交流与沟通，合作

不能达到预期目标。许多学校教研组活动都能按

常规运作，做到定时、定人、定地点、定内容，

但“走过场”、“一言堂”现象比较普遍，难以

激发教师研究的内在热情与积极性。

3、活动目的过于功利化

当前不少学校把教学成绩作为教师评价的重

要内容甚至是事实上的唯一尺度，看重的是教师

个体，导致教师只关注自我教授学科的成绩高

低，不愿与他人真诚交流或分享资源、经验，至

于教学中的深刻教训更是觉得难以启齿、羞于示

人，痛苦只能自己扛。这些教研组的核心价值取

向也是如何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教师们关注的

重点是所任教学生的纸笔测验成绩，教师之间交

流最多的就是学生考试成绩高低以及名次好坏，

教研组工作完全围绕着各种考试展开，离开考试

成绩这一话题，教研组活动就不知道如何开展，

至于课程标准的全面落实、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

方式、改革教育方式、变革评价模式等内容很少

涉及，这样的教研组，功利化色彩过于浓厚，失

去了教研组设置的本意。

4、学校对教研组的管理弱化

学校对教研组的管理弱化，不重视教研组建

设，缺乏有效可行的管理办法，也是造成当前部

分学校教研组职能发挥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具

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个别学校的教研组基本上不开展活动，

其设置只是学校的例行工作而已，每学年学校只

是发文或在教工大会上予以公布，其后的监督、

落实等便再无下文，教研组始终只存在于纸上。

同学科教师之间的集体业务交流十分匮乏，基本

上停留在私下的个别交流的层面上，教科研工作

处于空白状态，即便有的话，也是教师的个人行

为。

二是学校对教研组工作缺乏总体规划和目标

设定，对教研组的工作内容、工作质量、工作评

价以及日常管理均无明确要求，随意性较大。例

如，有的学校对教研组的评价仅以教研活动的次

数和有无活动记录来衡量其工作成效，评价维度

不能深入教研组的核心定位上，只做表面文章。

三是多数学校实行年级组管理制度，学校基

层的管理重心放在了对年级组的建设和管理上，

同样是组长，年级组长的实际管理权限、待遇往

往高于教研组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教研组

长的工作积极性，也影响了教师参与教研组活动

的热情。这样，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教研组就很

难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这些学校的教研组实

质上名存实亡、形同虚设。

5、教师的教研观念滞后，制约教师的研究热

情

受落后教育观念的影响，部分教师对自我的

身份认同实质上仍停留在教书匠人的层面，认为

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教学，教学就是备课、上

课、考试、辅导、批改作业等，把教研活动看成

一种负担，从心理上抵触教研活动，参加教研组

的活动就是为了应付差事。

同时，部分教师没有研究意识，在教学实践

中遇到教学问题，往往意识不到其研究价值，不

从教研中寻找答案，而是随意应付问题或者干脆

忽略问题。例如，有些教师的课堂教学效率比较

低，完不成教学任务，就拼命要求增加课时，很

少有意识地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不能把自己的

教学同教研有机地结合起来。

五、 创新教研组活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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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要充分发挥教研组应有的职能，

改进目前教研组工作的不足，促进教师专业提

升，就必须创新教研组活动策略，打造适应素质

教育要求、适应新课程实验的现代学科教研组。

创新教研组活动的策略，要从教研组外部和内部

两个角度进行谋划。

（一）外部策略

创新教研组活动的外部策略，最重要的环节

是建立科学的教研组建设和管理制度，以严格有

效的规章制度对教研组工作的开展进行规范和引

导。要依靠有效制度，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问

题。

1、解决教研组常规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既然在我国现有国情下，教研组尚不能摆脱

行政组织的属性，那么，我们就不能只片面强调

教研组的专业特质而故意忽视或诟病行政手段的

力量。学校应该充分利用行政手段，对教研组的

活动进行规范、引导和管理，建立科学全面的教

研组管理制度，在当下，这不啻为一种有力且行

之有效的策略。

学校根据教研组的职能，结合本校办学的目

标理念、发展愿景以及师生特点，制定出符合本

校实际的教研组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必须涵

盖教研组的人员组成、建设目标、活动要素（活

动的频次、时间、地点等）、资源配置、经费保

障以及考核评估等6个要素，对这6个要素都要作

出明确规定，不能含糊空泛，具有强制性和约束

力的学校管理制度，是确保教研组活动得以有效

开展的刚性前提和有力保证。鉴于人本身所具有

的“经济人”的“自利”的动机、教师的惰性以

及繁杂而紧张的工作，使得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

会主动自觉地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不少学校教

研组活动之所以开展得不好、成效不大或者流于

形式，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学校有关教研组建设的

规章制度不健全，教研组的目标不明确，学校缺

乏对教研组的监控，或者有制度无执行（这也是

制度不完善的一种表现），久而久之，教研组沦

为装点门面的“鸡肋”是必然的结果。

譬如，教研组开展教科研活动需要查阅文

献、外出学习、问卷调查、召开会议、购置器材

等等，学校如果在制度上对此有明确规定，每学

年在经费和资源配置上对教研组有相应的支持，

那么教研组的积极性就会被激发，活动能力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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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增强，经不断反馈的活动成果的长期激励，

以教研组为载体的学校教科研文化就会逐步形

成。

再如，现在的教研组活动地点往往随意性较

大，不少教学的教研组活动像是在“打游击

战”，今天一个地方，明天又换一个地方；教学

用具分配给了个人，教学参考资料往往是一个人

借去，其他人就休想再见到等等，资源难以共

享。因此，学校应从战略高度认识和看待教研组

的建设，通盘考虑教研组的发展，形成制度化管

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配设固定的学科教研

组专用办公室，像建设实验室建设那样建设教研

组，配置常用教学用具，如数字化交流展示设

备、常用的教学参考书、工具书、学科教学软件

等等，增强教研组的活动能力和成员的归属感。

2、解决教研组长选拔任用过于随意的问题

教研组工作成效的好坏，取决于组长、教

师、学校文化氛围和学校管理制度4个因素，组长

和教师是内部因素，学校文化氛围和学校管理制

度是教研组的外部因素，这4个因素相辅相成、相

互制约。其中，教研组长是一个教研组的灵魂人

物，一个出色的教研组长必定能带出一个优秀的

教研组。从陕西师范大学罗新兵的《教研组长的

角色、特征与使命》一文中可以看出，教研组长

承担着教学引领者、研究带路者和活动组织者的

三重角色；教研组长具有人格魅力高尚、观念态

度到位（强烈的责任感、不懈的进取心、旺盛的

求知欲）、业务能力突出（教学优异、研究在

行）、组织能力出众等4个方面的特征；教研组长

的使命就是提升教师理论水平、提高学科教学质

量、培养锻炼年轻教师、创新学科教学设计、解

决学科教学问题、提升教师教研水平等6个方面。

因此，学校教研组管理制度首先要本着上述对教

研组长的定位和要求解决教研组长的选拔任用问

题，把真正有能力、有志于引领教师共同发展的

业务骨干选拔到组长岗位上来。同时，对已经任

用的教研组长，还应明确其职责（规定权利和义

务），加强培训、强化考核，确保队伍的精干、

高效。

3、解决教研组和年级组并行冲突的问题

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由于专业的分工不同，

导致学校行政权和专业权逐渐分化，在当前的学

校中形成了两套体系，第一套基于学校行政权的

分化，形成了由校长——副校长——政教处主

任——年级组长——班主任组成的行政体系；第

二套基于教学专业权的分化，形成了校长——副

校长——教研处主任——教研组长——备课组长

组成的教研体系，这种年级组和教研组共存的双

组模式是目前各校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由于年

级组和教研组这两者都有独立的功能，容易产生

相互孤立和排斥的现象，造成内耗。故而，这种

模式的冲突成为制约学校教研组工作成效的一个

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对年级组和教研组工作的开

展形成干扰，特别是由于年级组在科层组织中的

地位具有更强的行政特征，处于强势地位，这种

双组模式的冲突对教研组的工作造成的损伤更

大。

因此，学校在建构有关制度时，应该充分考

虑到这种双组模式的冲突，厘清年级组和教研组

的管理权限和职能定位，运用项目管理（强调对

资源的整合和任务的分解）、冲突管理（强调沟

通和变革）和构建学习共同体（扁平化组织）等

理论，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管

理者要把握平衡、拿捏恰当，共同推动双组的良

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对双组模式的有效管理能力

高低是学校管理者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体现。

4、解决教研组评价水平低端化的问题

教研组的评价对教研组的工作具有导向作

用，目前教研组的评价存在着重量轻质、重表轻

里的评价水平低端化问题。具体表现在学校考评

教研组的工作，只看有无计划、有无活动、有无

总结等“三个有无”上，考评触角难以企及教研

组活动的过程和成效上，这是学校对教研组管理

制度从设计到执行上都存在缺陷的外显。科学的

教研组评价机制应该符合新课改的理念，注重过

程性评价和多元评价的相结合。学校必须结合本

校实际，研究制定学校教研组评价的指导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实施办法等相关制度等，对

教研组工作实行全面、准确、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的考核评定，以此促进教研组工作的向上攀升。

朱雪梅在《新课程背景下学科教研组评价研

究》一文中，提出了教研组评价的5个原则，即导

向性原则（体现素质教育方向和新课改的要

求）、可行性原则(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效能性原则（突出考评的时效性）、综合性原则

（评价方式的多样性）、发展性原则（评价的目

的在于激发和促进）。同时，该文提出了包含5个

维度的考核指标，即师德组风（含家长反馈意

见、学生反馈意见、年度考核、综合表彰4个维

度）、制度管理（包括计划总结制度、备课研究

制度、课堂教学制度、学业评价制度4个维度）、

职能发挥（含教学常规、学生评价、教学资源建

设、校本研修、对外交流5个维度，侧重点在于提

高教学的有效性）、课题研究（包括课题定位、

运作规范、产生效果3个维度）、质量绩效（包括

统一测试成绩、师资培养目标、教学竞赛获奖、

论文创作成果4个维度），每个维度研制了量化打

分表，以增强可操作性。这些评价指标按照教研

组的职能定位，将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相结合，

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教研组评价指标体系，如能在

学校认真落实，将对教研组的建设和发展起到良

好的督促和导向作用，能够真正帮助教师发展专

业能力，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在实际操作中，教研组成效较好的学校，其

教研组的评价往往颇具特色。例如，有的学校将

教师个人教学成绩与教研组的评价结合起来，实

行捆绑式评价，这样教师既接受年级组的评价

（学生评教等），其个人绩效又纳入学校对教研

组的评价体系中，教师的个体评价与年级组、教

研组的集体评价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打造和谐

的、学习型团队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内部策略

1、努力创建学习型团队

营造自觉进行教育科研的氛围，打造学习型

组织是帮助教师成长的关键环节。

从一般意义上说，“学习”是指由经验或练

习引起的（而非由生理成熟引起的）、个体在能

力或倾向方面获得的、能够相对持久地保持（而

非短暂的保持）的变化。而学习过程就是指个体

获得这种变化的过程。因此，中学教研组建设的

首要任务必然是狠抓学习这一环节。要在组内形

成一种浓厚的重视学习、热爱学习的风气，要努

力创设各种有利的条件，便于教师开展学习活

动；同时还要不断开创一些新的工作环境，通过

处理问题、解决困境的过程来激发教师学习的主

观能动性，让教师体会到学习的乐趣，自觉地做

学习型教师，通过学习来提升教师的整体素质，

来强化教研组教学工作质量，从而建设学习型教

研组。

具体来说，教研组长要根据本组教师的人员

构成情况，从教龄、学历、教学能力、学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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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职业操守等方面认真分析全组的能力与态度

现状，制定出能关照到每一位组员的全组业务学

习计划，并依此来组织和配置学习资源，确定学

习内容、方式、时间和地点等，让学习成为全组

成员的行为自觉。 

为推动教研组学习的开展，可采取如下一些

具体措施来帮助和督促教师进行学习。

一是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目标，督促教师完

成。如要求每位教师在一定的期限内研读一本专

业书籍、观摩若干节视频优质课、参与一个课题

研究、撰写一篇学术论文、听一次学术报告等

等。

二是为教师提供展示学习成果的机会和舞

台。如每学期指定一位教师在组内或年级组或全

校等范围做一次学习成果专题报告、为学生做专

题讲座、制作学习成果汇编等。

三是在考评机制上引导教师积极学习，如凡

是有学习心得的、撰写专题报告的、参与学习交

流或做专题讲座的，在量化考核中都作为加分项

等等。

2、着力提升成员的归属感

教研组的管理属于专业团队管理，营造和

谐、令人向往的团体文化，激发教师内在的参与

意识和科研动力，是成功开展教科研的内在前

提。教研组长在团队的管理中要善于出谋划策，

争取各方支持，创造和寻找各种有利于促进组内

团结、有利于增强凝聚力的机会或方式。比如，

可以在业务活动之余，积极开展一系列的集体娱

乐活动，如定期组织组内教师进行体育项目的活

动、趣味比赛活动、组织教师开展游园活动、组

织教师一同观影并进行影评、组织组内的聚餐赛

歌活动等等，这些活动要与业务活动一样，都有

计划。此外，教研组还要对组员个人的生老病

患、婚丧嫁娶等个人事物表达关心，真诚相助。

相比年级组而言，教研组人员比较固定，各种活

动一旦坚持下来，就容易形成惯例，便于传承，

长此以往，良好的组内亚文化氛围就会形成，小

组成员的归属感就会不断增强，教研组就会逐渐

生长成为一个有活力、有追求的集体。

3、制定周密可行的活动计划

教研组的活动计划分为学期计划和学年计

划，由于教研组人员相对稳定，因此还可以根据

学校的长远规划制定教研组的长期活动计划，但

不论是短期计划还是长期计划，都要遵循以下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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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第一，活动计划要周密、务实，具有可操作

性。具体而言就是计划的制定要紧紧围绕教研组

的阶段任务，尽量考虑到各种影响因素，避开学

校、年级组的活动。同时，计划的安排要体现务

实的精神，每一项活动都是教师能够完成的，而

且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也不是纯粹为了拼

凑数量，杜绝活动和计划两张皮，不让计划束之

高阁、成为假大空的表面文章。

第二，计划要符合学校的发展愿景和现状特

点。教研组的活动计划是为了配合学校中心任务

而制定的，因此必须符合学校的发展愿景，切合

学校实际，特别是教职工队伍的实际，紧紧围绕

学校的中心任务展开。例如，如果学校或教研组

的青年教师居多，那么教研组的计划就应该以促

进青年教师成长、打造高效课堂为主；如果学校

或教研组的组成以中老年教师为主，那么转变教

育观念、发扬传帮带作用就是教研组活动的主

题；如果学校是省市的示范性学校，那么学校的

愿景定位更多地体现在打造名师、名校效应上，

教研组的活动计划就应突出学科竞赛辅导能力和

效果、研究性学习以及师生创新能力的综合表现

上；如果属于一般学校，那么走特色办学之路将

成为学校的发展定位，教研组的活动就应挖掘社

区、学校、本组的优势资源，建设丰富多彩的学

校生态文化，开发品种齐全的校本课程，大力发

展特长教育，突出本组以及本校的办学特色。

第三，计划要符合本组教师的实际现状。多

数学校对教研组长实行一年一聘制度，因此，教

研组活动计划以学年计划和学期计划为主。但不

论是学期计划还是年度计划，教研组制定的计划

必须关注到本组教师的实际现状，包括教师的教

龄、学历、教学能力、研究能力、职业态度甚至

是教师的家庭负担等等。如果本组教师的研究能

力不强，那么活动的制定就应以促进教师教科研

能力、提高教科研兴趣为主，而不能好高骛远、

好大喜功，制定超出教师研究能力的一些研究类

活动项目。如果教师的孩子幼小、家庭负担较

重，那么教研组的活动就应该尽量避免占用教师

的业余时间。

总之，教研组工作计划的制定必须切合实

际、扬长补短、对症下药，这样才能将教研组的

活力培育、蓄积并且诱发出来。

4、要有鲜明的活动主题

在教研组活动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种现

象，由于没有安排明确的主题，大家往往是七嘴

八舌、胡侃一通了事，等活动结束时，大家纷纷

散去，活动就是走过场，谈不上实质性的收获。

因此，教研组的每一次活动，都应该根据事先制

定的计划，选定一个鲜明的活动主题，因为突出

重点、突出主题的活动，能有效提高活动质量。

在实际的教学中，每位教师都会遇到很多困惑和

问题，这些困惑和问题不少是带有普遍性的，把

这些教师身边“小、真、实、急”的问题提炼后

作为教研组活动讨论研究的主题，不但使得活动

主题的来源极其丰富，而且以此类鲜明主题为研

究对象的教研组活动就能够真正体现出其价值所

在。 

例如，化学学科中化学用语教学的课题研

究、课程的校本化研究、校本课程的开发等等都

可以作为教研组活动的主题加以讨论研究。

5、要有活动成果的展示分享机制

成果的展示与分享机制实质上是一种奖励机

制，通过公开化的方式对教师开展教育科研的行

为进行良性刺激。具体方式可以向年级组、全校

乃至片区展示本组活动的成效，让组员感受到教

研组活动所取得的各项成果、分享成果，让组员

看到每一项进步，不断聚集正能量，从而形成组

员参与教研组活动、参与教科研的内驱力。这些

展示既可以是全组共同打磨的一堂示范课，也可

以是教研组活动的一次“直播”，还可以是一次

组内答辩活动以及集体或教师个人的论文、研究

成果等等。展示既可以通过校园电视、广播、校

园网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橱窗板报、材料汇编、

校园刊物等方式，通过这些公开化的活动，向全

校师生展示本组的风采，激励教师参与教研组活

动的积极性，分享和体验教研活动的成就与乐

趣。

6、要适当创新活动的方式

教研组活动的方式不能一成不变，不能永远

都是在固定的场所、用固定的方式开展活动，而

是应该采取包括变更活动方式、延伸活动空间等

的方式予以创新。例如，可以将集中指定发言、

轮流发言改为组内辩论；可以将活动场所从现实

空间向数字化的虚拟空间转换——建立教研组的

网上虚拟活动室（各种群等），将实时、动态、

情景化的教研活动融入教师的专业生活中；可以

将活动搬到实验室，开展组内集体实验，共同研

讨改进教学实验，或者对学生研究性学习中发现

的问题进行共同验证和探讨；可以将活动场所延

伸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可以设定一定的主

题、形式，吸收一些学生代表分担角色，参加教

研组活动等等。通过活动方式的创新，帮助教师

克服因繁杂教学工作之后对教研组活动产生的倦

怠感，增强教研组的凝聚力，激发教师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

7、要建立教学资源的构建和分享机制

教研组工作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收集、整

理、创造可以共享的教育教学资源。教研组长要

建立组内的资源构建和分享机制，发动全体组教

研组工作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收集、整理、创

造可以共享的教育教学资源。教研组长要建立组

内的资源构建和分享机制，发动全体组员，通过

征集、改编和创造等方式，将各类教案、课件、

试题、教具、文献资料等进行分类汇集和整理，

建立本组的教学资源库，打造涵盖本学科各个学

段的学科教学资源平台，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上

乘、实用并且丰富的教学资源。资源库的建立要

注意学科知识架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同时该资

源库是动态的、生成性的，便于教师随时补充、

随时调用。

例如，针对本学科试题的资源库建设，可以

在组内活动时，集体讨论学习课程标准和考试纲

要，对学科知识点按章节进行归纳梳理，形成学

科知识点的树状结构图，对树状图的末节知识

点，全体组员收集、改编、自创测试题，每一道

末节知识点的测试题，都可以经过大家的讨论按

难易程度进行分类，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定

制，每学期都进行删减、补充等，最后形成系统

的学科测试题库。

8、要形成组内共守的活动标准

教研组工作的有效性，除了上述策略的实施

之外，还依赖于一套成员达成共识、共同遵守的

操作标准，这些标准就是大家必须执行的工作要

求。

例如，对于教研组的集体备课，有的学校实

行“五定六统一两发挥”的要求。五定：定时

间、定地点、定内容、定人员、定中心发言人；

六统：统一教学案、统一要求、统一进度、统一

重难点、统一练习题、统一单元测试；两发挥：

发挥骨干教师作用、发挥集体智慧。在备课程序

上实行“一自备、二交流、三修正、四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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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推广“集体备课、分工合作、个性互补、

教案共享、改中应用”的备课模式，向集体备课

要质量。

对于教研组的听课活动，有的学校采取相互

听课（新老教师之间、同组教师之间）、共同听

课（同组教师共听一堂课：指定同一节课内容，

不同教师轮流上，其余教师观摩听课等）的方

式，按照听课标准进行听课。要求听课必须做到

“三准一比一活”。“三准”指听课前要有准

备，做到对教材体系、内容掌握准，对教材难

点、重点把握准，对课后训练的目的认识准。

“一比”是指听课时要把自己平时教学的流程、

教材体系、内容掌握准，对教材难点、重点把握

准，对课后训练的目的认识准。“一比”是指听

课时要把自己平时教学的流程、方法与授课人做

一比较，着重分析授课人在教学过程中体现的新

理念、新方法、新设计，发现别人长处与自己的

不足，努力取长补短。“一活”是指要灵活地吸

取别人的优点和闪光点，做到听课后有收获、有

变化，举一反三，争取自己上出更优质的课来。

对于评课活动，教研组也应形成本组严格和

细致的要求标准，如评课时全体组员要遵循人人

都评、人人被评的要求，具体评课的内容包括评

教学思想、评教材处理、评教法运用、评学法指

导、评教学过程、评教学效果等，不能堂而皇

之，评不出内涵、评不出特色、评不出价值。

此外，对于其他教研组工作，如说课、专题

讲座、课题研究、竞赛辅导等等，也都应该在实

践中逐步建立一整套的工作标准，规范工作要

求，将教研组管理工作逐步引向精细化，从而打

造务实、高效、有内涵、有活力的教研组。

六、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研组是学校推行素质教育、推

动课程改革深入进行的极为重要的专业力量，是

教师群体发展的重要组织载体，学校教研组工作

要时刻关照自身的职能定位，在结合时代特征的

背景下，在具体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创生活动策

略、创新活动模式、提高活动成效，使教研组真

正成为学校文化的原创者和质量提升的主要推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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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考作文2015年5大亮点

                       管窥2016年6种评价

□ 林清峰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第二中学

2015年，高考作文题目浮出水面的第二天，

即看到教育部考试中心语文学科高考命题专家

“现身说法”，今年的作文命题，“既对考生进

行了一次语文能力与素养的全面检测，又给他们

上了生动的一课。”总体而言，2015年高考作文

从“命题立意”到“考查设计”都体现出明显的

改革步伐，不论是“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的设

计，还是“教育价值”的充分体现都说明了这一

点。那么，作为高考改革三个必考科目之一的高

中语文最大分值题目，高考作文今年到底发生了

哪些变化，其改革“亮点”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

面呢？

首先，人们关注到今年的作文试题考查，

“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应运而生并崭露头角。

有些题目明确增加了“任务驱动元素”与导向，

此前大行其道的“材料作文”测试形式，尤其是

“事件类”与“事理类”两大题型，经多年实践

已基本成熟；而“材料作文题”在给考生提供充

分作答空间、多元立意角度的同时，随之也出现

了一系列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比

如，由于“角度”存在过多的选择，考生就非常

容易选择一个自己有所准备的“角度”进行“套

作”，从而出现“宿构”现象。也难怪有专家对

此惊呼道“材料作文也似乎‘山穷水尽’而走到

‘穷途末路’”。为妥善解决“材料作文”的

“套作”与“宿构”问题，今年部分作文题目在

设计过程中，承继“自主空间大、立意角度多

元”等传统优势的同时，又在避免“套作、宿

构”方面进行新探索与尝试。这些做法从不同角

度拓展 “材料作文”的测试功能，更使得“材料

型作文”的考查功能不断得到完善。如“全国

卷”作文题就不但拓展了所供“材料”的考查功

能，在材料一如既往地引发考生思考、激发写作

欲望的同时，还通过增加“任务型指令”，着力

发挥材料引导写作任务的功能，增强写作的针对

性，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通过辨析关键概念，

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如“全国新课标1

卷”即要求考生给“女儿举报”事件相关方写

信，来入情入理地谈问题、讲道理；而“全国新

课标2卷”则要求考生在深入思考“当代风采人

物”推选标准的基础上优中选优等。由此可见，

在“材料型”作文中增加“任务驱动型”指令可

以较好地解决其“材料型”作文的“泛角度”与

“阐释型”作文的“收缩性”之间的矛盾，其命

题往往是给考生创设某一“情境”，并同时设计

出“对立性”问题，让考生通过写作提出解决处

理问题的想法或方案等。这类命题即使在英、美

等国家也属常见。

其次，让真正“博览群书”的考生 “占得先

机”。如果认真考察当今的语文课堂教学，就不

难发现存在着一个非常普遍的“缺憾”，即对读

书尤其是“课外阅读”都不够重视。尽管教师能

将语文课本的篇目讲授得足够精细，甚至面面俱

到，但由于考生缺乏对于提高“语文素养”的关

键——“自主阅读”，特别是向“课外阅读”的

“自觉”延伸。致使很多考生直到高考结束，仍

未能将读书的兴趣与习惯培养起来。更有甚者，

竟有为数众多的考生在整个中学阶段甚至没有学

会“如何完整地读一本书”，真的是令人十分遗

憾。因为实践早经证明，语文学习必须回归其

“本义”，这就是一定要“博览群书”，并必须

养成酷爱读书的“生活方式”。好在2015年有几

份高考作文的命题是注重考查读书情况的。如，

教育部统一命制的“汉语文卷”、“浙江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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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卷”等命题，其内容都与读书密不可

分，如果考生能够写出理想作文，则一定需要凭

借“读书”作为“坚实底蕴”。这些命题，对于

语文学习无疑可以营造浓厚的“读书风气”，必

能发挥正面强有力的“指挥棒”作用。不言而

喻，今年这些需要读书“打底”的作文命题，必

将对今后考生的语文学习营造“读书氛围”发挥

出积极的引导作用。

再次，命题材料内容“各具特色”且多“评

论体”。2015年命题中“材料型”作文题虽普遍

使用，但材料的内容却各具特色：或“哲思语录

型”材料，如上海卷、江苏卷、福建卷；或“文

学、文化类”材料，如浙江卷、北京卷。或“寓

言故事型”材料，如湖南卷、湖北卷、山东卷；

或“现实生活型”材料，如全国一卷、全国二

卷、重庆卷、四川卷。综观这些材料，多由客观

复述“叙事体”逐渐转向理性色彩浓郁的“评论

体”，或富于思辨，具有足够的开放空间；或贴

近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极好地调动

起考生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观察分析能力并有

话可说；考生只要能够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

并能上升到“理性”认识就各有所得，就能发挥

出自己真正的实际水平。

如“新课标全国1卷”(适用地区为：山西、

江西、陕西、河南及河北——笔者注)的命题为：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文章。（60分） 

因父亲总是在高速路上开车时接电话，家人

屡劝不改，女大学生小陈迫于无奈，出于生命安

全的考虑，通过微博私信向警方举报了自己的父

亲；警方查实后，依法对老陈进行了教育和处

罚，并将这起举报发在官方微博上。此事赢得众

多网友点赞，也引发一些质疑，经媒体报道，激

起了更大范围、更多角度的讨论。 

对于以上事情，你怎么看？请给小陈、老陈

或其他相关方写一封信，表明你的态度，阐述你

的看法。 

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

立意，完成写作任务。明确收信人，统一以“明

华”为写信人，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这道题所供材料揭示的是非常普遍的生活现

象，而且要求采用的又是“书信体”，考生肯定

有话要说并完全可以有情有理。当然，贴近现实

生活，并不排除发挥“想象”，而且最好能激发

“想象”，只要这种“想象”能使大多数考生感

兴趣，又符合考生的思维特征。

如，“蝴蝶的翅膀本是无色的，只是因为具

有特殊的微观结构，才会在光线的照射下呈现出

缤纷的色彩……”（安徽卷），这自然会让考生

联想到“普通印象与科学观察”之不同，从而引

发关于“科技与人生、社会”的诸多思考。此题

目贴近生活且现代感强又能激发想象，可使考生

有很多的发挥空间，故此题“可圈可点”。纵观

今年大部分作文题型可以看出，能够鼓励考生做

出有所选择的“理性评论”占据其主要地位，即

使所提供的材料或“人物再现”或“事件叙述”

或“情景描摹”，其考试旨趣也并不在于让考生

对“客观性的人（事）”再作精致到位的“复

述”，而是为了从人（事）出发再作“评论”，

或就表面现象而个性化地“阐发”其深层意蕴，

如“江苏卷”与“新课标2卷”。

另外，如“显微镜下看蝴蝶”（安徽）、

“老实与聪明”（四川）、“感知自然的远和

近”（广东）与“地下的泉水”（湖北）等命

题，都紧密联系生活事理，有助于发挥高考试题

“立德树人”的教化功能。可以说，今年的作文

命题普遍在如何调动学生思考“守正与创新”、

“个人成长与社会责任”、“科技与当代生活”

等问题上做了深入研究，在激发考生的“写作兴

趣、思辨能力与创新思维”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努

力。

此外，考查“思辨能力”进一步得到普遍重

视。注重题目的思辨性，符合2014年9月所颁布的

《国务院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中对“考

查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能力”的要求，也是高考作

文未来发展中的重要研究内容。由于“思辨性”

是非常重要的思维能力特征。因此，“某某作文

题出得好，具有非常强的思辨性”，即成为考后

多位作文研究专家对有关命题比较一致的评价。

可见，“思辨”反映了社会对考场以前出现的大

量空洞无物“高考体”作文以及作文教学整体现

状的不满，体现了迅速提高民族“思维水平”的

期待。不难看出“注重思辨与理性思维能力”是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命题趋向。今年的多家作文题

都在注重“思辨”上下了很大工夫。比较有代表

性的如上海市命题，

根据以下材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

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不要写成诗歌）。 

人的心中总有一些坚硬的东西，也有一些柔

软的东西。如何对待它们，将关系到能否造就和

谐的自我。

该命题以“心中坚硬的东西和柔软的东西之

间的关系”为内容，以引导考生对“和谐自我”

进行思考，既能体现传统社会刚柔相济的修养问

题，顺应新时代要求的公民意识，又考查考生在

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有见地、有创新的思考，更

符合考生的年龄与心理特点。此外，考生又必须

理解并抓住人心中那些“坚硬”与“柔软”的东

西，比如原则（信念、感情）等展开论说，要写

出比较理想的作文，则需要具备一定的辩证思维

能力，而不是非此即彼，或用名言警句拼凑一下

就可以写好的。

另外，如果作文命题注重思辨，往往还需要

往哲理上引导，除了语言运用能力，还特别注重

思维能力，而这样的题目又很难进行“套作”，

平时读书多的考生便自然会发挥得更好，“脱颖

而出”。因为，语言从来就是思维的深刻象征。

独立判断与缜密论证可以最深刻地表现人的理性

思辨力。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通过高考作文

的改革可以扭转写作教学的价值重心，进而深度

培养考生独立思辨、自主表达、化解未有难题、

突破心灵藩篱的伟大创造力。但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社会对作文的关注似乎一边倒地讨论试题是

否具有思辨性，能否引导考生进行思辨，这就牵

涉到作文命题设置的题型功能与题型考查目标等

诸多问题。当然，对于高考作文主要考查的仍是

考生的基本写作能力，其中包括思想内容、情感

态度、布局谋篇，以及对这些加以整合的逻辑思

维能力。而“思辨”只不过是文章写作的一个切

入点。试题内容体现适当的“思辨”是有益的，

但试题毕竟不是给成年人观赏把玩的，而是给

“涉世未深”的考生提高写作能力的。如果社会

过度地强调作文题目“思辨”的设计理念，往往

会将试题内容的导向理念化或抽象化，脱离大多

数考生的思维水平与生活经验，最后使考生看到

试题时不知所云，在动笔写作时又“不知所

云”。许多高考作文研究专家评论说，2015年出

得比较好的作文题，共同点是往理性靠拢，要求

对所提供的材料有自己的理解和提升，或者要凝

聚为某一观点，去展开论述，这明显体现其改革

趋向，值得肯定。另外，高考作文要考查语言表

达，但语言能力的根本其实就是“思维能力”。

在今天所谓的“互联网全球化时代”，人们的思

维方式在不断改变，而许多偏激、片面、虚无、

不着调的“语言与思维习惯”往往 “思维混乱”

并且大肆“泛滥”。其实，传统语文教育最大

“弊端”在于对“思维训练”的不够重视。今天

的语文学习有必要重新强调 “逻辑思辨能力”的

培养，自觉将语言的“表达训练”与“思维训

练”有机结合。所以，今天高考作文命题向“理

性思维”靠拢，既是人才选拔的需要，也有利于

切实扭转当下语文教学的弊病。

当然，2015年作文命题的“亮点”还在于强

化试题材料，注重融入大量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依法治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创新能力

等内容。为避免僵化刻板的说教，试题更加重视

其命题技巧。作文命题的“立意”紧紧扣住“教

化育人”的导向，偏重阐述文字材料背后的事

理。“今年的高考作文命题总体上体现出高考改

革方向，弘扬时代精神，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核

心，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创新能力等4个方面的考查，形

成‘一点四面’在作文育人方面的合力，实现高

考作文试题独特的教育功能。”（教育部考试中

心语文学科高考命题有关专家语）。如，在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比较典型的命题是，

利用材料创设“风采人物”评选的情境，要求考

生从3名具有时代风采的模范人物中，选出自己更

为赞赏的一位；材料中的3名候选人其“原型”分

别代表“矢志创新的科学家群体”、“爱岗敬业

的大国工匠群体”以及“寻求个人爱好与社会价

值相结合的自由职业人群”，材料紧密呼应着

“科技创新”、“迈向制造业强国”、“提高全

民文化素养”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等当代人梦

想，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课标全

国2卷）。再如，在渗透“依法治国”理念方面，

“女儿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即“写信谈‘女

儿举报’事件”，对于如何解决“法与情”之间

的矛盾，如果考生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便会对

当前的“依法治国”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其命题

材料直接取材于近期媒体所报道的有关“新闻事

件”，在基本保持事件“原生态”面貌同时，命

题在写作要求中具体提出“书信”这一特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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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求，希望能够激发考生在有明确针对性的

条件下，选择一个说理对象，说真话、讲道理，

以表达自己所持的“伦理观与法制观”，帮助与

引导考生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法制理念”。（新

课标全国1卷）。另外，在“加强创新能力”与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考查方

面，前者以“心中坚硬的东西和柔软的东西之间

的关系”为内容，引导考生对“和谐自我”进行

思考，可重点考查考生在人生观与价值观方面有

见地、有创新的思考。（上海卷）而后者则以

“聚焦岳飞、林则徐、张自忠、邓稼先等古今中

华英雄”，直接以“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

天”为题，要求考生写出英雄人物的精神风貌与

当代青年的真情实感，以通过“赞美英雄、学习

英雄”而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北京卷）

从语文命题自身的发展来看，考试改革推进

伊始的语文卷中的作文，注定要反映出高考未来

走向及变化。因而探究社会关注、热议与纷纷繁

荣的现象背后，涌动着时代的趣味与诉求，因为

在此层面上，“高考语文”似乎更是社会的“象

征符号”。密切关注并思考2015年高考作文命题

与评价特点，对于有效对策2016年的高考作文则

更显意义重大。从上面对2015年高考作文命题所

体现出的变化“亮点”予以简单梳理可知，从近

几年“高考作文命题”调研所反映出的问题看，

社会对其评价往往是对当年试题就事论事的品

评，缺乏科学的梳理与研究。“即使是从事一线

教学多年的教师，他们对一些如作文试题发展基

本情况、作文考查的核心目标和评价理念等问题

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把握，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

教学和指导的情况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有必要

把一些基本的问题进行说明，澄清一些模糊认

识，形成教与考的良性互动。”（教育部考试中

心语文学科高考命题有关专家语）不可否认，对

于每年的高考作文命题都要不可避免的接受来自

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与评价，其见仁见智本无可

厚非，但对于试题的命制与研究者而言，提出学

科性的评价能够给所有关注作文的人一个明确的

导向，而这也正是2016年高考作文备考“纲举目

张”的关键性“对策”。据教育部考试中心语文

学科高考命题有关专家最近透露，目前，教育部

在“考试中心”与省级“考试机构”主要依据这

样一些“标准”来对当年的高考作文进行评价：

“可写性”。“可写性”是指试题的内容不

能过于“深奥”，考生能够了解相关背景并不会

产生陌生感。命题内容如脱离考生实际，考生对

试题就会感到陌生、深奥。或者“内容过深”，

超出大多数考生的思维与认知水平。如某年某省

的作文，要求考生从“父母俱存，兄弟无故”、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

教育之”中选择“一乐”作文，表面上导向性很

好，但是就考生而言毕竟涉世未深、生活阅历有

限，面对这样的题目未免难以深入阐释。或者

“内容过玄”，考生不易理解。再如某年某市作

文题，针对当今人们获取知识、掌握技能的途径

日趋多元这一特点，要求结合自己的心得和体

验，在“（    ）而知之”中的横线处填入一

字，构成题目，写一篇文章。虽然题目时代感

强，也符合新课改的理念，但对于考生尤其是农

村考生来说，要让他们谈“学而知之”以外的学

习，恐怕很具一定难度。反之，若命题内容只有

部分考生熟悉，而另外部分考生颇显陌生，则又

会造成考试的“不公平”。另外，如果考生对试

题内容过分熟悉，也会容易“撞题、套作”。可

见，命题“可写性”中的“熟悉程度”就需要精

心的“拿捏”，当然，对于命题中的有些“社会

热点”，考生虽都很熟悉，但因可引导考生关注

社会、人生，所以即使出现像2008年“全国大纲

卷”的“抗震”题材或今年“风采人物优中选

优”（全国新课标2卷）等类题材的“材料作

文”，其利也大于弊。

“导向性”。“导向性”即指命题能够引导

考生朝着健康、积极、深刻方向立意之“意

向”，实际就是试题所蕴涵的潜在“思想性”，

既是高考作为国家行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之一，也

是作文命题教育功能的体现。概而言之，作文命

题都要求思想导向的明朗、健康、积极；即使有

些“范围性”命题作文，为保证考生立意的“自

由”，没有明确的“思想导向”，但也绝不能有

意无意引导考生朝向“消极、不健康乃至恶意”

的方面。某年某省作文题，本意也许想褒扬考生

的天真无邪，但从所选材料看，却是对成人世界

与社会生活的否定，会让青少年一代在即将步入

社会之际产生一些消极的预设，思想导向方面存

在一定的偏颇，这是极不可取的。

“防套性”。“防套性”是指防止考生拿别

人或者自己的旧作稍加改动即作为“考场作

文”，高考作文命题本应考查的是考生的实际写

作能力与水平，所提出的“材料作文”就是要以

题型的变化以消减其“应试作文”的消极影响。

而备考中的“宿构与套作”这两大“恶俗”更使

大量考生陷入“写作能力、真情实感”与“考场

写作”的“分离”状态。以往高考命题中的“半

命题”、“范围性标题作文”以及“熟题”与

“多角度材料作文”等，在辅导资料、网络材料

面前已经受到极大挑战。因此，从2015年全国卷

的任务驱动作文题的设计看，在不影响考生多角

度写作的情况下，突出了写作任务的指向，很好

地实现了“防套功能”。

“选择性”。“选择性”指考生对立意角

度、文章内容、文体样式、表达方式等进行选择

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可供选择的范围越大，给予

考生写作的选择空间就越大。这些“指标”在题

干上常写成“立意自定”或“文体自定”等。当

然，出于对“选择”的必要“限制”，也会出现

“文体自选，诗歌除外”、“写一篇议论文”、

“写成议论文或记叙文”等。这就明确要求考生

一定要关注“文体意识”,凸显文章亮点，因为

“评分细则”规定高考作文要“符合文体要

求”。因此,一旦限定了某种文体,就必须按这种

文体的要求规范地进行写作。比如，某年某省所

出台的高考作文“评分细则”中就特别增加了

“文体写作特别提示”。这里以记叙文为

例:(1)记叙自己尝试时尚的经历或过程,进而引发

自己对“时尚”的体会或感悟,且构思精巧,语言

富有意蕴;或者以时尚故事情节为“由头”,引出

自己对时尚或追求时尚的体验或感悟,且构思新

颖,语言生动形象,可按一类卷赋分,特别优秀的可

至满分。(2)文章以时尚故事为由头,生发出来的

主要是关于时尚和时尚背后的母爱、父爱、生活

艰辛不易等体验或感悟,且情节合理,叙议得当,可

视为二类卷赋分。(3)文章主题叙述的是一个与时

尚相关的故事,引发的感悟只是提示语中的相关

词、句的重复,语言平淡,表达上无明显特色，可

视为三类卷赋分。(4)所写故事情节明显“贴标

签”,而引发的体验或感悟,又是时尚之外的话

题，且语言稚嫩，可视具体情况在及格线上下赋

分。尤其近两年来,高考作文命题专家都一直在大

力呼吁考生一定要多写生动鲜活的记叙文,而且要

尽量写自己,不要“回到古代、复述经典”；大多

数高中生有独特的少年视角、敏感的情思,只要自

自然然地落实到试卷上,就会有动人心弦的力

量,就可能在高考作文中脱颖而出；只要把高中生

日常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原汁原味地写

出来,就能打动阅卷老师,争取高分。

“探究性”。这里的“探究性”，即指命题

要应该引导考生对命题内容去做深入探讨、研

究，这既符合《课程标准》对考生基本素养的要

求，也符合《实施意见》在考试内容改革方面对

“独立思考能力”要求。当然，“探究性”并非

“人云亦云”，更不能“信马由缰”想到什么写

什么，要紧紧围绕命题有争议或分歧的问题，适

当提高思维强度，尤其是加强对“理性思维”与

“理性表达”的引导，是提高命题探究性的一个

途径。考生面对“材料与问题”拿出自己独立的

见解，这本是考生素质的主体性、创造性与竞争

力。而后者则是近几年的命题逐渐从侧重“抒情

性命题”向议论性即“理论性命题”转化，此变

化也基本符合世界各国高考命题的共同取向。不

论美国、英国还是澳大利亚，其高考作文命题都

属“理论性”，而法国则是“哲学性”。在新加

坡甚至规定高考作文只能是“议论文”而拒绝

“抒情散文”，把检测其“理性思维”的能力放

在重位。

“难易性（度）”。“难易性”实际指的是

命题的总体“难度”，而其“难度”又主要是由

命题所涉及的“主旨深度”、“开掘角度”与

“思考强度”等几个主要因素决定；命题的“难

易”与命题本身是否易于理解有关，而左右命题

“难度值”的更多因素又往往是具体复杂的“阅

卷环节”，取决于“命题”同“阅卷”的协调与

共同控制。从“命题”角度说，如果有些作文

题，为出新出奇而想尽招数对付考生，深、怪、

难、偏现象就会时有出现，比如大多数考生都不

知道命题中某个关键词的含义；有的题干过长完

全读懂着实不易；有的题目理解起来颇费周折；

这种只站在命题与阅卷角度琢磨如何与考生进行

“猜谜”，应值得警惕与反思。并且这几类问题

不但直接降低其考查效果，也极大影响到高考作

文所应有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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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学微课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 童其林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城关中学

 微课是微课程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微课是学习资源，是教学视频，是学习

方式，是教研手段，是教学模式。微课能促进学生愿学、学会、会学和乐学。在“微

课”中应充分发挥“启发”技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及时检查学生的“微课”学习

任务单及学习记录表,督促学生学习；通过“微课”创造竞争的机会，激发学生的斗

志。“微课”是促进学生有效自主学习的重要途径。

【摘要】

【关键词】微课；促进；自主学习

国内微课一词，最早见于佛山日报、南方日

报、广州日报，其全称是微型视频课例，简称微

课。微课资源的应用创新性地解决了网络教学问

题，为课程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微课

程资源不是使用视频取代教师，不是让学习者无

序学习、孤立学习，而是为了创设更多机会让学

习者积极主动学习。本文就利用数学微课功能促

进学生自主学习方面谈一点个人的心得，希望得

到同行的指教。

一、微课要义

1.什么是微课

目前，国内对“微课”概念的界定还未达成

共识。从字面来看，微课由“微”与“课”构

成。“微”有“细小、轻微”的意思。“课”是

指“有计划的分段教学”或“教学的时间单

位”。由此看出，“微课”应该是有时间限制的

教学活动全过程。南京师范大学张一春把微课定

义为“为使学习者自主学习获得最佳效果，经过

精心的信息化教学设计，以流媒体形式展示的围

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开展的简短、完整的教

学活动。”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指

出，微课是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围绕某

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开展的简短、完整的教学活

动。上海师范大学黎加厚认为微课是指时间在

10分钟以内，有明确教学目标、内容短小，能集

中说明一个问题的小课程。广东省佛山市教育信

息中心主任胡铁生则指出微课是以微型教学视频

为主要载体，针对某个学科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

设计开发的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新

型在线网络视频课程。

关于微课是“课”还是“课程”的问题，苏

州电教馆馆长金陵提出自己见解，他认为微课需

要与学习单、学生的学习活动流程等结合起来，

才是一个完整的微课程，其实质是一段视频记录

的课堂教学实录，是微课程系统的一段学习材

料。所以，微课是微课程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恰当应用微课技术，能够

构建一个全新的互动交流环境，使教学的诸要素

及各个环节有机融合，形成相对的优化势态，切

实提高教学的趣味性、感染力和教学效率。

2.微课的实质

（1）微课是学习资源

从“资源构成”角度来看，微课是学习资

源。微课以“微视频”为核心，包含与教学相配

套的“微教案”、“微练习”、“微课件”、

“微反思”及“微点评”等支持性和扩展性资

源。也就是说，微课是一套以微视频为核心，辅

之以相应教学支持的学习资源。

（2）微课是教学视频

从教学媒体呈现形式的角度来看，微课是教

学视频。微课是以阐释某一知识点为目标，以短

小精悍的在线视频为表现形式，以学习或教学应

用为目的的在线教学视频。

（3）微课是学习方式

从学习时间及空间的角度来看，微课是学习

方式。微课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对不同知识点的个

性化学习，按需选择学习，既可查缺补漏又能强

化巩固知识，是传统课堂学习的一种重要补充。

（4）微课是教研手段

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微课是教研手

段。微课将革新传统的教学与教研方式，突破教

师传统的听评课模式，使教师的电子备课、课堂

教学和课后反思的资源应用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

性。基于微课资源库的校本研修、区域网络教研

将大有作为，将会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

之一。

（5）微课是教学模式

从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角度，微课是

教学模式。微课程通过提升知识传输的效率、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为开展各种教学活动提供

有效支架而改变传统的教师讲授模式。

总体而言，微课能充分利用移动信息技术最

新成果，切合信息时代学生的认知特点，让学生

自由选择时间和空间对课堂教授内容进行深入学

习，并且通过师生在线交流使教与学相互促进，

为传统课堂教学提供重要补充，有利于提高教学

实效性。

二、微课能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是在推行素质教育和数学课程改革

背景下倡导的一种新型学习方式，是与传统的接

受性学习相对应的一种现代化学习方式。所谓

“自主学习”，是就学习的内在品质而言的，相

对的是“被动学习”、“机械学习”和“他主学

习”。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中，“自

主”放在第一位，可见其重要性，没有学习的主

动性，就更不要说合作与探究了，但是现在学生

所缺少的往往就是学习的主动性。为此提高学生

学习的自主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微课在促进

学生自主学习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1.微课能促进学生的愿学

愿不愿学、想不想学的问题始终是老师应该

关注的问题，因为只有愿学、想学，学习才可投

入，只有解决了这个心理问题，才能解决＂学

会＂和＂会学＂这个知识、方法和能力问题。要

解决这个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一条有效

的途径。而微课资源的共享，迎合了学生对时尚

的心理需求，给学生提供了自主学习的环境，更

好地满足学生对知识点的个性化学习，能让学生

按需选择学习，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微课能促进学生的“学会”

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当堂消化老师所讲的内

容，这时回头看看微课，就能及时弥补知识、方

法等方面的缺陷，跟上学习的进程。其实，相比

较于传统教学的固定模式，“微课”的可移动性

和细化、形象化、透彻化的特点正好弥补了传统

教学的这一缺点，为学生的真正“学会”提供了

一条绿色通道。

3.微课能促进学生的“会学”

会学的学生，“元认知”能力是较强的，知

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知道自己应该学什么，怎

么学。而应用微课既可查缺补漏，又能强化巩固

新知，还是延伸学生课外个性化阅读和学习的最

好载体，促进了学生的会学。

4.微课促进了学生的“乐学”

对知识本身产生兴趣，是学习的较高境界。

“乐学”的学生，会主动探究，会自我汲取知

识。微课的丰富性，正好为“乐学”的学生提供

探究、深化的可能。

三、微课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措施

反复实践后，笔者发现要引导好学生，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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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得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从各方面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寻找有效的方法，利用“微课”更好地

促进他们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

1.在“微课”中充分发挥“启发”技

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接受性学习中，采用启发式的方法讲授容易

让学生理解，启发式讲授最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

理解和思考。在课前预习和课后拓展的“微课”

制作中，笔者特别注意了“探究启发”技巧的运

用。因为课前预习和课后拓展的环节是有一些共

性的，他们都含有未知领域和待探索开发的知

识，在这两个环节上做“启发类”微课是最合适

的了。学生都有好奇心和求知欲，越是处在未知

边缘的知识，他们就越是想探出个究竟，我们正

好利用了他们的这一特点，在预习和拓展类“微

课”中故意留一个引子，“欲知后事如何”式的

办法，把孩子的兴趣提了起来，让他们忍不住就

自己去寻找答案了，那么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

又可以收获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不知不觉中就

增加了学生的知识储备，这也就起到“一石三

鸟”的效果。

例如，笔者在执教“函数的单调性”这一个

知识点时，就利用了“微视频”引入。先给学生

展现一些具有“函数的单调性”的实际函数或者

图片，再给一些不具有“函数的单调性”的函数

和图片，让学生通过对比发现，蕴含着“函数的

单调性”与不含单调性的特征，从而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刺激学生的学习欲望，提高学生自主

学习的意识。此时就有一部分学生开始苦思冥想

个中缘由，如何定义函数单调性，等等。为一节

课开个精彩的好头。教师此时牢牢地抓住了学生

的心里需求和思维动向，有利于下面新知的学

习。

再如，“三视图”既可在课前预习时使用，

也可以在课堂上供学生上课使用，还可以在课后

练习时使用，主要结合教学内容的需要。

2.及时检查学生的“微课”学习任务单

及学习记录表，督促学生学习

把学习的主动权放给学生后，通过观察学生

的学习动向和行为，在课堂上发现问题，课后随

访一定要及时，不然就会给一些较懒散的学生留

下偷懒的机会，这样反倒让他们养成了一些更不

好的学习习惯。所以笔者制定了严格的计划：整

体是一周检查一次学生的“微课”学习任务单及

学习记录表，对个别有特殊情况的学生，就把他

们单独记录在记录本的一页上，做到随时查访并

及时找他们谈话，这样就能随时跟踪，并纠正其

错误和弥补其不足了。在这样一步紧接着一步的

督促过程中，孩子们尝到了成功的快乐，他们就

会慢慢丢掉懒散的坏毛病，并逐渐养成利用“微

课”自主学习的好习惯。除此之外，笔者每月还

要对他们自主学习的情况做一次系统的调查，力

求做到随时发现问题，随时改正问题，尽量保持

学生利用“微课”自主学习的兴趣，一旦习惯成

自然，将会给他们以后的学习带来无限的帮助，

也是我们教育的成功。利用微课讲评试卷，首先

把试卷批改好，并且对每个题目的得分做个统

计，找出得分率较低的题目；对于做到很好的，

或不同方法的题目，可以用相机拍下来，在播放

微课时，可以起到榜样和示范的作用；对于出错

较多的题目，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认真分析其出错

的主要原因，并且把一些典型的错误用相机拍下

来；重点讲评得分率较低的题目。讲评时要从学

生的角度分析，分析错因；教师还要准备对应的

补偿练习检查学生听课的效果，让学生独立完成

并且上交给教师批改，这样做还可以巩固学生所

学的知识。

3.通过“微课”创造竞争的机会，激发

学生的斗志

为了更进一步激发学生利用微课自主学习的

热情，笔者还会在课堂上给他们创造一些竞争的

机会。一周内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时安排一节现场

演练课，把课本上的知识结合“微课”上的补充

点，再结合课外要拓展的相关联知识，合成一份

分量适当且半小时内能完成的练习题，限时训

练，当堂打分，一个小组为一个整体，荣辱与

共。互评后小组成员进行反思，具体分析本组造

成失分的原因。分析得出的结果显示，失分较多

的小组中多数出现了有同学扯后腿的现象（即在

课后对“微课”的自主学习程度和态度不够），

这样在这个积极上进的大环境中就给那些缺乏

“微课”学习主动性的学生施加了无形的压力。

慢慢地在这种充满竞争的环境下，孩子们为了维

护其小组荣誉，就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种很强

的自主学习的能力。最终成绩好的小组的学习劲

头就更足了，而落后的小组就更是摩拳擦掌为下

一次的翻身而努力。“微课”给孩子们提供了自

主学习的机会，紧跟练习，使用竞争的方法，让

他们找到成就感和成功的喜悦，也更好地监督了

学生们的学习状态和精神状态。

另外，也可以尝试由学生录制一些简单的视

频，供同学交流和学习，激发学习热情。比如，

笔者在教学“统计”的知识点时，给学生布置的

作业就是，寻求生活中统计知识的应用，并弄明

白为什么用不同的方式制作这些统计表。让学生

利用课余时间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录制一些生活中

实际存在的统计表。结果在第二天检查的时候，

每个小组都录制了很多，可以说深入到生活中的

每个细节。然后，笔者让他们以小组的方式汇报

这些统计表选择方式的原因，既让学生掌握了统

计方法，也学会了理性思考结果。

 四、几点思考

1.微课的制作要切合学生的实际

实践中，我们也看到微课制作存在“高大

上”的弊端，不切合学生的实际，使得部分学生

看后云里雾里。所以，精制切合自己学生实际的

“微预习”、“微情境”、“微片段”、“微课

练”、“微反思”就很重要。这些微课应该成为

促进学生自主有效学习的手段，不应成为学生学

习的负担。

教师应围绕学生学习的“兴趣”、“问

题”、“需求”、“实效”等来科学设计和应用

微课资源，以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获

取能力和素质的发展。

2.不应夸大微课的作用

微课资源为教学模式创新提供了基础，但不

能替代传统的教学。老师该在黑板上板书的还要

板书，该演算的还要演算。微课仅是新环境下促

进学生自主学习、有效学习，提高教学质量的途

径之一，不是全部。这就需要我们新一代的教师

摒弃糟粕、取其精华，择其善者而用之。

实际上，在高中数学的教学内容中，不是所

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录制成微课，教师应该把一

些重点、难点内容或学生容易出错的内容录成微

课让学生学习。例如在高中数学教学内容中的函

数的概念，函数的单调性，函数的周期性，数列

的概念，等差、等比数列的概念，数列求和公

式，正、余弦定理、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利

用导数求函数的极值——这些专题都是高中数学

的重点、难点，也是学生普遍觉得理解困难和容

易出错的内容。教师如果把这些重难点内容和疑

难问题都录制成微课，就可以让学生在课前和课

后的时间通过反复听或反复看来加深理解，这样

一些课堂上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在课前预习和课

后复习中得到有效的解决，既培养了学生自主学

习数学的能力，又提高了教学效果。

3.自主学习应贯穿在学习的全过程

自主学习的关键是“自主”。在课堂教学

中，在老师目光的注视下，有些学生积极参与，

有些却注意力分散，听课的效率大不相同，这里

也有个自主的问题，更多情况下是在老师的视线

外，这就更需要学生的自主。所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始终是教师的重要任务。如果说老师能

让学生具有内在学习动机基础上的“想学”，建

立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学习策略基础上的“会

学”，建立在意志努力基础上的“坚持学”就是

成功的。

实际上，当学生在元认知、动机和行为三个

方面都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时，其学习就是自主

的。

总之，微课是新生事物，是一种有效的学习

方式，顺应了时代要求。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

过程中，教师要扮演好组织者和引导者的角色，

让自主学习成为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桥梁与纽带，

同时也要采用多种方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

源，特别是利用微课的作用，以达到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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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秀起你的书面表达

□ 范秀琴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中学

高考英语书面表达旨在考查考生根据所规定

任务，有效地综合运用所学语言知识，正确遣词

造句、合理连句成篇、清楚连贯地进行书面表达

的能力。优秀的英语书面表达应具备以下特征：

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要点齐全、主题突出；句

式多样、错落有致；亮点若干、串联巧妙；错误

规避、卷面整洁。以此为镜，你亦可打磨亮化你

的书面表达。

一、S— Sentence patterns句式丰富，结

构不一

高考英语书面表达要求考生根据提示，写一

篇100-120个词的英语短文，这往往只是6-9句话

长度的篇幅而已。评分标准中最高档次的依据除

了要点齐全，语言准确、过渡自然外，还必须在

较复杂的句子结构或较高级的词汇上有所体现。

所以，作文遣词造句时，若避免句子单一，灵活

运用复合句、并列句、被动语态、特殊句式（强

调句、倒装句、省略句、感叹句、祈使句等）、

非谓语动词、with复合结构、虚拟语气等不同语

法结构，使句子长短搭配，错落有致，无疑为你

的文章增添生气，焕发亮点，从而得到青睐。以

下例子均来自常见话题的学生习作，希望对你有

所启发。如：

1、To be exact, it is lacking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at is to blame. We are unwilling to do 

it rather than being too busy to do it.（强调句）（油

瓶倒了，扶不扶？）

2、Therefore, immediat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reverse the misleading trend. Students and 

parents are supposed to take a correct attitude towards 

grades.（被动语态）（摈弃应试教育）

3、It couldn't be luckier to have friends who are 

similar to us. Having hobbies or personal qualities in 

 common, they are easier to get along with. Thus, 

they can accompany us doing what we like and 

dismiss our sense of loneliness.（复合句；

非谓语动词）（交友—志趣相投还是性格迥

异？）

4、With more and more clubs set up in our 

school, there's a growing need for a common room 

with advanced equipment and for various uses. Make 

it user-friendly and you will find the room a real 

bonus for us.（with复合结构；祈使句；并列句）

（建造一个多功能厅）

5、As this incident has shown, it is my 

carelessness and pride that result in my failure in the 

test. Had I checked the paper before the end of the 

test, the mistake wouldn't have arisen. Reflecting on 

the incident, I bear it in mind that nothing can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of caution and patience. Never 

can we be too careful!（虚拟语气；倒装句）（一

件令人后悔的事情）

二、H— Highlights亮点纷呈，言之有文

书面表达在评阅时，夺人眼球的首先是语

言。出彩的文字运用体现在恰当地使用较高级词

汇、得体地融入丰富的习语或短语、适时地插入

谚语或名言、巧妙地用些比喻、拟人、排比、双

重否定等修辞手法……。这些“亮”点足以能使

你的文章意思表达更清楚，语言更贴切，词藻更

富感染力，写作就更上档次了。如：

1、To rid our air of pollution, I think the first 

nut for us to crack is to decrease the number of cars, 

especially the number of private ones. In the 

meanwhile, to shut down all of the high-emission 

factories is also a wise act.（短语、习语的使用）

（治理环境污染）

2、Cooperation is to a person what wings are to 

a bird. For one thing, teamwork can make up for our 

weaknesses. We are born apples bitten by God, which 

requires us to take advantage of others' strengths. For 

another thing, co-working shelters us from 

considerable tasks of all kinds and allows us to do our 

favourite part.（同义词的使用）（合作与效率）

3、Time dates back to last semester, when I sat 

the mid-term test for geography. Having finished the 

paper, at least I had thought, I felt as though I was on 

top of the world. In relief, I sat there, my mind 

wandering. Only when the bell rang did I notice that I 

had skipped two question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per. Instantly, my heart missed a beat. However, 

what is done can't be undone.（熟词生义）（一件

令人后悔的事情）

4、And to make the charity sale go smoothly, I 

highly recommend that we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groups, some sorting out their bargain items, some 

preparing the market ground, some advertising our 

charity sale. With all the preparation done, we gather 

and welcome our customers, for it requires 

cooperation.（排比修辞）（组织一次慈善义卖活

动）

5、I was delighted to see my efforts pay off and 

win others' respect. Only then did I realize what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really is. It is a blossom in the 

spring and a harvest in the fall. You reap what you 

sow. Though my body cried, my mind laughed.（修

辞、谚语的使用）（记一次暑期打工经历）

谚语能给文章增色不少，平时应多收集和积

累。常用引入方式为：As the/an old saying/proverb 

goes/says  /has  i t/puts  i t  …；Well  goes a 

saying/proverb that…；It's believed/said that…等。

信手拈来的常用谚语有：An apple a day keeps 

a doctor away；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Practice makes perfect；Experience is 

the mother of wisdom；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It's never too old to learn；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 Early to bed and early to rise makes a 

man healthy, wealthy and wise； Chance/ 

Opportunity favors only the prepared mind；It's no 

use crying over the spilt milk； Look before you 

leap；A fall into a pit, a gain in your wit；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You reap what you sow等等。

另外，优秀的书面表达是言之有物、言之有

文的，是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的综合展现。这样

的文章既能用丰富地道、表现力强的言词清楚连

贯地表达有思想、有情感、有意义的写作内容，

轻松达到与目标读者交流的目的，同时又能创造

性地、富有逻辑性地、精简地表达自己独到的见

解，使人不得不心悦诚服。如：

1、It hits me that a majority of students struggle 

to get higher grades to live up to their parents' 

expectations and have a brighter future. Unfortunately, 

they ignore the importance of moral character and 

positive attitudes, which play a fatal role in their life in 

future.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developing quality 

education is as important as that of knowledge. Top 

students as they are, they are bound to fail for a lack of 

sound qualities. Only when they equip themselves in 

all aspects can they be of great value to society.（素质

论，不唯分数论）

2、Nowadays, online rumors have become a 

severe problem, for they can affect people rapidly and 

widely. Many of us hold the view that we'd rather 

believe it than doubt it. So passive an attitude, 

however, accelerates its spreading. Confronted with 

the news, we are supposed to think twice before we 

act on it, proving it true or false. As a saying goes, 

“Rumors are stopped by the wise.” Believing 

rumors blindly would only make things worse. So 

please say no to online rumors.（积极抵制网络谣

言）

3、It suddenly strikes me that I sometimes 

behave just like the kid in the picture, not lending a 

hand to my parents, let alone shouldering any family 

responsibility. The phenomenon reflects the mistaken 

idea that study is everything for a teenager. Actually 



教学探索   教学探索   

30 31

高中考试与评价·2016年第1期高中考试与评价·2016年第1期

what matters most is one's moral quality and timely 

action when in trouble, isn't it? It's easier said than 

done, but action does speak louder. So next time, just 

do it! （勇于担当，乐于付出）

三、O— Organization布局严谨，行文紧凑

一篇优秀的书面表达除了用词、造句有独到

之处外，段落层次的安排也该出具自己的匠心。

提炼要点，把握脉络，按时间、空间或一定的逻

辑顺序谋篇布局，合理分段，文章当然层次分

明，条理清晰了。

开头须精彩。好的开头定会让人眼前一亮。

比喻、引言、俗语谚语、开门见山描述主题或提

出问题等都是不错的选择。例如话题“机会总是

青睐于有准备的人”可有以下不同的开头方式：

1、Good preparations are to chances what oil is 

to a machine. 

2、Where there is a prepared mind, there are 

miracles.

3、Preparation bridges the gaps between chance 

and success.

4、If you are well prepared, can success be far 

behind?

5、Only if you've built a house can you invite 

chances into the door when they approach.

6、As a saying goes, “Opportunity favors only 

the prepared mind.” Whatever chances lie ahead, 

we're just supposed to get prepared for them, which 

will, hopefully, turn out to be great rewards. 

衔接得精巧。评分标准指出，书面表达应该

注意“上下文的连贯性”，并“能有效地使用语

句间的连接成分”使全文结构紧凑，行文流畅。

这样的连接成分，即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连接过

渡词语，可表示时间、空间、并列、递进、因

果、转折、条件、解释、总结等意义或逻辑关

系。如：

Last summer vacation I worked in a supermarket 

as a shopping guide, showing customers what they 

need and giving them advice if necessary. It's more 

than a part-time job. Rather, it turns out to be a 

privilege in my life.

At first I thought it was nothing but a piece of 

cake. Yet I had to eat my words soon. The tiredness of 

 standing for a long time instantly wore me out. Worse 

still, introducing a diversity of goods to customers was 

no easy job as well. Thanks to the helpful co-workers 

and my great desire to fitting in, finally I managed and 

got what I deserved, tired but happy. What's more, my 

customers' smile made it all worthwhile.

On reflection, I realize that labor is the ladder 

not only to everyday bread but also to self-satisfaction. 

Ordinary as my job was, I did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market. Besides, a working experience is also to 

broaden my horizon and enrich my life. How I wish 

to get a part-time job once more!（记一次暑期打工

经历）

常见的连接过渡词语有：

1、表示并列、递进关系：and, as well as, 

together with, not only…but also...,  besides, what's 

more, in addition, moreover, furthermore, worse still, 

to make things worse, in particular, especially, indeed, 

certainly, surely, obviously, above all, still,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worst of all, hopefully等；

2、表示转折对比关系：but, although/though, 

otherwise, while, even though/if, yet, however, in 

spite of, after all, on the contrary, instead of,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compared with…, in 

contrast to, to my surprise, unfortunately等；

3、表示因果关系：so, because, since, now 

that, because of, on account of, owing to, due to, 

thanks to, as a result/consequence(of) , therefore, thus, 

consequently等；

4、表示时间顺序关系：first(ly), second(ly)…, 

soon, then, next, finally, lastly, meanwhile, at the same 

time, for one thing ...for another, in the end, at last, 

since then, from now on, so far等；

5、表示空间顺序关系：on the right /left, on 

one side of …on the other side of, to the east/west… 

of, at the foot /top/ end of,  in the middle/center of, 

in front of; at the back of, next to等；

6、表示假设条件关系 ：as (so) long as, on 

condi t ion tha t ,  i f ,  un le s s ,  once ,  suppose , 

provided(that), given(that)等；

7、表示解释、说明关系：like, such as,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take…for example, in other 

words, and so on, that is , in other words,  in this/that 

case, in fact, actually, personally等；

8、表示概括结论：in short, in brief, in a word, 

in general, in conclusion, on the whole, generally 

speaking, as far as I know, all in all, to sum up, 

altogether等。

结尾要精妙。适可而止、水到渠成的结尾能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根据不同体裁，文章的结

尾或概括全文，总结观点，或提出结论，明示方

法，或表明态度，引领读者等等。如：

1、In a word, it's such a wonderful book as will 

take you into a fancy world. I am convinced that it 

will be a feast to your eyes as well as your mind. It's 

well worth reading!（推荐经典文学作品）

2、As you can see, it's never too late to take 

pains to study. I'll follow my brother's pace and equip 

myself with good skills so that I'll also be able to seize 

the precious opportunities when they come across me 

one day. No preparation, no achievement. （机会总

是青睐于有准备的人）

3、From my perspective, it was my timely plan 

and preparation that helped me succeed. But for my 

whole-hearted arrangement, I wouldn't have made it. 

Thus, we can't attach too much significance to ahead-

of-time schedule.Remember, only after we are well 

prepared can we laugh last. （预则立，不预则废）

四、W— Writing字迹清秀，卷面整洁

常言道：字好一半文。优秀作文，书写在

先。高考英语书面表达是赋分较高的主观性题

目，评分标准虽然严格，但也不乏弹性。英语书

面表达评分标准明文规定：如果书写书面较差，

将作文降一个档次。可见，漂亮清秀的字体，规

范工整的书写，干净整洁的卷面定会使人赏心悦

目，印象倍增。

If you will, you can. 你能行！

美国拟将计算机科学作为中小学必修科目

2015年12月11日，经美国参众两院投票通过，奥巴马在白宫签署了名为“让每个学生取得成功”的

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简称 ESSA），自此，意味着此前由小布什签署的、在美国实施了13年“不

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ave be-hind,简称 NCLB）的法案成为历史。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转换到一

个新的轨道上来。。 

奥巴马新法案的核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鼓励州和地方学区，自行制定考核学校教学质量的标准，

并据此对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施行问责。同时根据各州实际，自行设立改进方式，调整教育资源的配

置，帮助表现不佳的学校缩小差距。二是要求正式将计算机科学作为中小学必修科目，并把计算机科学

视为如同数学、英语同等重要的学科，在美国国内广泛推行。 

这一法案的签署，不仅得到国会参众两院的支持，也让美国各州的教育部门和学校，大大松了一口

气。因为此前的NCLB法案，采取联邦集中管理模式，给学校和学生带来过重的考试负担，大家疲于应

对联邦教育部门的标准化考核，已经使美国的中小学教育陷入一种严重的空转和不必要的耗损当中，繁

重的考试伤害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力，不适当的教学目标考核，又让学校在应对非常糟糕的整改中

疲于奔命。 

教育界把奥巴马的ESSA法案视作是对美国初级教育的一次松绑，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

信息窗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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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人文素养   构建优质课堂

□ 陈英俊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一中学

 优质课堂，富有活力，饱含情感，充满着人文关怀，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洋

溢着成长的气息，向生命的方向延伸。优质课堂，有趣、有效、有内涵、有意义，拥

有浪漫的情怀，把握生命的律动，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创造的成功。

【摘要】

【关键词】人文素养；“四有课堂”；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课堂

一、优质课堂饱含着人文素养

我国的教育，长期以来急于快出人才，而忽

视人的精神世界；习惯于传授，而内化不足，这

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缺乏较深厚的现代人文素

养。《辞海》阐释：“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

化现象”。文化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及其规范。

价值观是人文的核心，其集中体现为重视人，尊

重人，发展人。在教学中，人文素养以其深厚的

情感魅力，为课堂教学提供了发展方向。有了人

文素养的课堂，就会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洋溢着

成长的气息，向生命的方向延伸。地理学科本身

就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教学中应该既立足于

当下，又着眼于未来，这当下就是帮助学生掌握

地理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并形成科学的

人地观，这未来是活用地理原理，为优质生活服

务。

二、优质课堂是有趣、有效、有内涵、有意

义的课堂

有趣，是一种是心灵的互动，是愉悦的心理

状态，“时间都去哪了？”，教师和学生在如沐

春风中过去了；有效，是掌握学科原理，实现知

识、技能和情感的全面收获；有内涵，是抓住学

科核心，产生思想火花，提升学科素养；有意

义，是课程生活化，教育无痕、潜移默化。如，

本课通过旅游照片，激发学生兴趣；阐释学科原

理，实现三维目标；符合认知的逻辑，理在课

上、情在心中，追求着教学的高效。“四有课

堂”，师生收获了心理上的满足和创造的成功，

收获了兴趣、学识和幸福。

三、优质课堂洋溢着生命的律动

《学记》所言“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

达”的课堂，是充盈民主气息和智慧挑战的课堂。

为此，在课堂中，要处理好以下五种关系：一

是，教学内容的疏与密。中国画的构图技巧是

“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课堂教学也应讲究

“疏”与“密”的技巧，对非重点的内容，是粗

线条的写意，而对重难点部分，是浓墨重彩。二

是，教学节奏的张与弛。在教学中，简单的教学

内容要“快节奏”，对于难点或抽象的内容，则

要“慢动作”。张弛有度，让学生把握时间，充

分思考、讨论和交流。三是，教学方法的巧与

拙。“巧”，指优化教学方法；“拙”，是遵循

传统。继承经典和教育创新相得益彰，取得最佳

的教学效果。四是，教学形态的动与静。教学中

的“动”是指讲解、讨论、操作，声情并茂；

“静”，是指学生的默读、观察、思考，润物无

声。“动”“静”结合，在愉悦中推进思维的深

入。五是，教学语言的庄与谐。教学语言的

“庄”，指表达规范，逻辑严谨；“谐”，是妙

语连珠，诙谐幽默。教学语言要亦庄亦谐，寓庄

于谐。处理好这五种矛盾的统一，教学就会赋予

生命的活力，起伏跌宕，妙趣横生。

四、优质课堂是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

课堂

知识密集型课堂，是课堂的容量大，向精讲

精练要质量，在短时间内学生有更多的收获；技

术密集型课堂，是教学设计凝聚教师更多的教育

智慧，对教育资源和教育媒体的处理洽到好处，

现代多媒体应用娴熟，教育过程的设计科学而富

有意义并落实到实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课

堂，纵然课堂的容量很大，有满满的收获，但师

生不觉得疲惫，始终兴趣盎然。

五、优质课堂是富有学科特点，追求教育的

“高、大、上”

1、“高”——教学设计，如登山揽胜。登山

观景，领略山之巍峨，可以坐索道直达山顶，也

可以乘观光车沿等高线行驶。然而，快速行走，

会遗落太多的风景，失去了缓慢而优雅的过程。

所以，登山最佳的方式是步行，或通途、或小

径，感受一路风景。“文似登山不喜平”，教学

设计亦是如此，应该曲径通幽，移步换形。教师

的角色，有时好比是一条搅动的鲶鱼，不断激起

课堂这池春水。有匠心的教师，会对教学内容进

行精妙设计，对教育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凸

出要领，巧妙把握。如，地带性规律的三个地理

原理采用不同的方法设疑启思：纬度地带性和经

度地带性规律，取材于教师和学生自身旅游的照

片，体现了“教育即生活”；垂直地带性规律，

结合自身登山的体验，让学生猜想不同海拔高度

相应的植被变化，破疑难点，探究自然环境的演

变规律。

2、“大”——能力立意，如江河之奔流。九

曲黄河，奔流不息，是向往海洋的怀抱。灵动设

计，启迪思维，找准切入点，培植发散点，注意

知识的链接、类比、比较、分析，实现学生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突破。如，北京绿化树种

的选择是否合理，西北地区治理荒漠化选用乔

木、灌木还是草地，这样的问题有梯度，探究有

匠心，学以致用，问题才有价值。学生也会在探

究中得到快乐，在走向成功中获得动力，在交流

中获得学科意识和公民素养的积淀。

3、“上”——情感渗透，如海洋之宽阔。时

而海面恬静，水波不兴；时而惊涛拍岸，卷起千

堆雪。在师生共鸣中或感动、或激发责任、或树

立理想……促进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升华，这

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本课导入以网络热词“世界

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激发学生的兴奋点，没

有赘述，却能引发思考；授课中，呈现旅游照片

探究深层次的地理原理；结尾处，呼应导言，赏

析旅游照片，不是捣捣闲话，说说八卦，而是有

了地理味，才会受用。从饱览山川之壮美，再上

升到公民的素养，用“世界那么大，科学去看

看”去引爆朋友圈。这样的情感渗透，春风化

雨，思想留痕。

六、优质课堂应该画龙点睛并有浪漫情怀

1、画龙点睛，重在点睛。学以致用，教学

中应该结合当今热点进行有效整合。如，在本课

总结中，结合当今热点“一带一路”沿途区域，

对自然地理地带性规律进行解读。

2、富有活力的课堂拥有浪漫的情怀。《快

思慢想》一书中有个观点，很多创意来自“茶馆

式闲聊”，来自闲聊中忽然间的顿悟。有一句歌

词：“最浪漫的事情是坐着摇椅慢慢聊”，教育

是智慧的薪传，教师的职业是灯下漫笔，课堂神

游。其实，课堂教学本身就是浪漫的事，是老师

和学生在一个相对轻松自由的环境中，指点江

山，激情文字，让奔涌的激情尽情绽放……凡有

所学，皆成性格，给人一双洞察世界的慧眼，感

受教学之美，在“慢慢聊”中，有诗意的顿悟和

浪漫的情怀。比如，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

性”的三大规律，进行如下总结；纬度升高，南

北更替，太阳的温暖做了最大努力。（纬度地带

性规律）；拥抱阳光，惜别花雨，大漠的孤烟一

样把太阳擎起。（干湿度地带性规律）；我拉着

你去登山，沐和风，品细雨，景观的变化蘸满了

画笔。（垂直地带性规律）

优质课堂，富有活力，饱含情感，充满着人

文关怀，促进生命的健康成长，这是每一个教育

者的追求。心中有了这盏明灯，就会比别人先行

一步，和昨天的自我对比，也就是做最好的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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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学化学教师如何构建高效课堂

□ 曹创业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中学

 化学跟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很多农村中学实验设备少，学生基础

差，自学能力差，对化学感到枯燥乏味，所以农村中学化学教师必须更新教育

教学观念，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出发点，通过合理设置课堂活动、精心设

【摘要】

【关键词】农村中学；化学；构建；高效课堂

化学是理论与实验并重的一门自然学科，我

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它，农业生

产、新材料的开发、新能源的利用以及环境保护

等都与它息息相关。农村中学的种种局限性阻碍

了化学教学的顺利进行。一方面，农村中学一般

地处经济相对较落后的区域，经费短缺，没有专

业的实验室管理人员，没有足够的实验器材，也

没有太多的多媒体设备，这就给我们的教学带来

了困难。另一方面，多数学生生活在留守家庭，

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教育，受到留守老人的溺爱，

所以学生自身也比较懒散，使得厌学情绪渐渐地

高涨。任何一个教师都希望学生能在最短的时间

里消化吸收课堂的知识，所以当务之急是让学生

真正融入到我们的化学课堂中。下面从我个人的

教学反思中，谈谈我个人对构建化学高效课堂的

几点拙见。

一、更新教师教学观念，突显学生主体地位

观念是行动的灵魂，教育观念对教学起着指

导和统率的作用，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

往注重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强调了教师的教而忽

视了学生的学，使教师成为了讲师，而学生却成

了听众，束缚了学生的思维。长期以来的角色错

位必然挫伤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丧失

创造的激情和灵感，这和我们努力培养具有开拓

精神、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目标是格格不入

的。为此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德国教育家第斯

多惠说过“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

激励、唤醒、鼓舞”，我们衡量一节课的好坏不

是看老师讲了多少，而是看学生掌握了多少，新

课改的实施要求我们在教学中要改变过去只注重

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

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和谐发展。我

们应努力改进旧的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以学生主

动参与，师生双向互动，探究创新为主的新的课

堂教学模式。特别是强调要以学生为主体，克服

硬性灌输，包办代替等现象，把学习主动权还给

学生，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二、以新课程标准为基础，结合实际设计好

导学案

高效课堂是一种教学形态，集中表现为教师

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它是一种融学生认知

建构与情感激活、教学控制与情境创设为一体的

教学课堂。学生预习，教师备课。备课过程中，

教师根据新课程标准系统把握教材外，更要以身

作则，熟练掌握教材的内容；典型题例自己先要

做，相关的知识要充分学习，还要提前一周集体

研究下周备课时的教学方案。教学方案是教师对

整课教学设计意图的体现，其设计的重点是教学

过程的设计。教师在设计教学过程时，一定要针

对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能力水平与思想水平，

符合学校现有的实际条件。这样设计出的学案才

切合实际，才具有可操作性。

三、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驱使学生去学好

功课的内在动力。因此，在新课程教学过程中，

必须调动一切因素，积极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

趣，创设一种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情景，激发

学生强烈渴求知识的欲望，使他们自觉主动地探

索问题，寻求知识目标，用自己潜藏的内在动力

去突破重点、难点，从而取得更好的成绩。

1、创设精彩的课堂引入，先声夺人，激发

学生的兴趣。俗话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

半”。一个新颖精致的开头，会给学生留下难以

忘怀的印象，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吸引学生迅

速进入本堂课的情景之中，掀起学生积极情感的

浪潮，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从联系生活入手，学以致用，诱发学习

兴趣。心理学研究表明，学习内容与学生熟悉的

生活背景越贴近，学生自觉接纳知识的程度就越

高，在教学中，教师必须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

出发，找准学习内容与生活实际的切合点，把学

生熟悉的题材引入课堂教学中，使学生体验到化

学与日常生活密切的联系。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扮演的是引导者和组织者

的角色，要想发挥好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就要

当好自己的角色。而这也是教学过程中最为重要

的环节。学生是教师工作的重点和出发点，教师

应该设置好情境，并采取合理的措施引导学生，

让学生更好地融入所学习的内容，从而提高学习

效率。教师要想上好化学课，首先必须要在课堂

开始时苦下工夫，利用情境紧紧抓住学生的兴

趣，通过情境感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深

入到所学的知识，为接下来的课堂学习打下基

础。

四、加强实验教学，展示化学趣味

由于中学生的身心特点决定了他们好动，喜

欢实际操作。因此，课堂教学中应加强实验教

学，多给学生动手的机会，让学生的实际操作中

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从而增强对化学的兴趣。

1、强化演示实验教学

首先要认真做好每一个演示实验。兴趣盎然

的观察能活跃学生的思想，形成积极思考的氛

围，从而调动学生的情绪，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

和求知欲。对这些演示实验，我全部安排在45分

钟课堂教学中完成，并力求做到演示操作规范、

实验现象明显、分析表述准确简练。对部分演示

实验装置或实验操作还作了适当的补充和改进，

以增强实验效果。在讲催化剂概念、气体的制取

和性质、酸碱盐的性质时，演示实验尤为重要。

如在讲氧气的鉴别时，我没有先讲鉴别方法，而

是用一个带火星的木条，分别插进两个集气瓶

中，让学生由观察到的现象得出鉴别氧气的方

法。再如在讲实验室制氢气是用锌而不是用镁或

法。再如在讲实验室制氢气是用锌而不是用镁或

铁的原因时，增加了这样一个演示实验：分别用

锌、镁、铁三种金属与稀硫酸反应，让学生观察

现象有何不同，同时查资料找到了三种金属的不

同价格进行比较，再由学生得出为何不用镁、铁

而用锌的原因。这也为以后学习金属活动性顺序

表打下了基础。

2、开发家庭小实验

新教材配合教学内容，设置了很多家庭小实

验。教学实践表明，家庭小实验的引入使课堂教

学延伸至课外，它对激发学习兴趣、巩固知识技

能、培养创新能力、开发智力起到一定作用。根

据学生自身的特点，结合本校实际，尽可能地做

一些有意义的实验。例如：在讲“走进化学世

界”时，我先避开书本，通过放录像，让学生了

解化学世界的奇妙无穷，并做了几个趣味实验。

如：“喷雾显字”、“清水变葡萄酒”、“魔棒

点灯”、“晴雨花”等，将学生带入无比美妙、

神奇的化学迷宫，使他们从这些妙不可言的现象

中产生学习化学的渴望之情。然后我才引出新课

内容。这样紧紧地扣住了学生的心弦，效果当然

比平铺直叙好得多。再如讲了酸性、碱性后，指

导学生去测定本地土壤、水样的酸碱性；讲了有

机物的知识后，指导学生去学会鉴别羊毛衫的真

与假等等。家庭小实验的开发，不仅丰富了学生

课余生活，使学生扩大了视野，培养了动手实验

能力和观察分析能力，而且由于它们与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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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同步，也对知识的理解和巩固起到促进作

用。由于这些都是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或发生

的化学现象，所以既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又稳

定了学生对化学的浓厚兴趣。

五、精心设计问题或练习，培养学生核心能

力

把让学生讨论的问题或练习通过自己精心设

计，不是随便拿来或抄袭，将会大大提高课堂效

率。设计讨论的问题或练习应符合下列要求：

1、贴近生活、联系实际。 

2、让学生感兴趣。

3、能让学生多角度、多层次去思考与分

析。

4、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典型性、综合性。

5、问题解决后让学生有很强烈的收获感与

成功感。

例如，做完氨的喷泉实验后设计了如下问题

让学生讨论：

1、你们在平时生活中见到了哪些喷泉？它

们的原理与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喷泉原理一样吗？

2、理论上用烧瓶收集满纯净而干燥的氨气

做喷泉实验，水会充满整个烧瓶，为什么今天我

们的实验见到的水只上升到烧瓶2/3。左右就停止

了？

3、你能求出今天我们用的烧瓶中气体的平

均相对分子量吗？（实验前）如果要算实验后烧

瓶中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应该还要知道哪些具

体的条件？相同条件下，溶液充满烧瓶和不充满

烧瓶两种情况，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有何关系？

知道哪些具体的条件？相同条件下，溶液充满烧

瓶和不充满烧瓶两种情况，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

有何关系？

4、除了用氨与水，你还能用其它的试剂和

装置设计喷泉实验吗？请说明喷泉原理、画出装

置图、标明各装置仪器中试剂名称、写出引发喷

泉的操作。

问题的讨论可能需要很多时间，如果课堂时

间不够，可以给学生一些提示和思考的方向，让

学生课后去讨论然后以作业形式完成。这样既复

习了所学知识又提高了学习的激情，而且学生上

课时需要非常认真地听，因为不听课，这样的作

业没办法完成。

六、合理设置课堂活动，使学生在互动中学

习

高效课堂表现在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的

积极配合上，就是因为学习中的互动，才给了生

成性资源产生、发展的空间。如果教师能合理有

效地利用生成性资源，整个教学活动便能够顺利

展开。要是教师在课堂上过分地支配，课堂学习

就会变得乏味、枯燥，不利于生成性资源的产生

和发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适时给学生和学

生、学生和老师交流的机会，将以往的填鸭式教

学、灌输式教学逐步转变为全体互动的教学。在

提出具有思维挑战的问题时，学生强烈的求知欲

和探索欲就会被激发出来，学生就自然融入到问

题的解决中去了。其次，学生的思考、交流也是

必须的，教师应尽量给学生留有足够的时间，体

现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有了思考和交流的时间

后，就会给教师带来很多生成性资源。这些资源

是教师构建高效的生产性课堂的重要因素之一。

例如：学习铝的重要化合物这课时，前一半的课

堂内容，学生学习了包括氧化铝的物理性质、化

学性质以及铝的特殊性之后，在后一半的教学

中，教师就可以提出很多探究性问题：既然铝的

活泼性很强，为什么我们不密封保存铝？铝在高

温熔化后为什么不往下滴呢？未打磨的铝条长时

间放置在氢氧化钠溶液之中会出现怎样奇特的现

象？

这些探究性问题都来自生活，而高于生活。

学生对这些问题往往会产生很高的积极性，学习

兴趣也愈加浓厚。面临个别同学难以解决课堂所

涉问题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分组探究问题。在

小组合作中，很多同学站在不同的角度分析问

题，难题得以解决，最终达到了实验预期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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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素发现相关实验的演绎推理分析

□ 朱晓林   北京市潞河中学

 通过生物科学史的教学，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特别是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

能力已成为高中生物教学界的共识，但生物科学史教学中存在问题很多。本文通过对

生长素发现过程中几个相关实验的现代科学方法分析，不仅阐明了每个实验内在的演

绎逻辑关系，同时阐明了达尔文、詹森、拜尔和温特等人所做实验间的内在逻辑关

【摘要】

【关键词】生长素发现；实验；演绎推理

《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

性质中指出：“高中生物课程将在义务教育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尤其是发

展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美国《国家科学

教育标准》早在1995年就提出了“科学素养公众

化的概念”，同时指出“科学探究指的是科学家

们用来研究自然界并根据研究所获证据做出解释

的各种方式”。生物科学史本质上就是科学家进

行科学探究的历史，生物科学史的教学是课堂教

学中培养高中学生科学素养和探究能力的重要途

径，其教育价值和培养价值逐渐引起人们的重

视。

1 问题的提出

当前，通过生物科学史相关内容的教学能够

很好地提高高中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培养学生

的科学探究能力以及激发学生的生物学学习兴趣

等，无论是新课标、新教材的编写者还是普通中

学教师对此已达成共识，这是毫无疑问的。然

而，由于我们对生物科学史中涉及的科学实验方

法的分析特别是其中包含的演绎逻辑关系的分析

尚不够深入，老师们普遍对生物科学史中相关实

验的认识和理解存在误差，甚至不少人还存在许

多错误认识，严重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和教学目

标的实现。例如人教版必修《遗传与进化》教材

第75页针对尼伦伯格和马太发现遗传密码的实验

向学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尼伦伯格

或马太，你将如何设计对照组的实验，确保你的

重大发现得到同行的认可？”，言外之意是尼伦

伯格和马太发现遗传密码的实验未设置对照组，

因此没有得到同行的认可，编者还在该教材的教

师参考书中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作为对照实验

的试管中，所有成分都与实验组的试管相同，但

不加入多聚尿嘧啶核苷酸。”这种观点显然是错

误的，因为加入不同氨基酸的各个试管间分明是

相互对照关系。类似的对科学方法认识上的错误

在人教社的生物教材中还有多处。教材的编写者

尚且会出现这种错误，普通高中生物任课教师在

生物学史教学中出现各种错误或偏差也就没有什

么奇怪的了。笔者在观摩各类级别的研究课时也

发现，不仅是科学史教学存在此类问题，大凡只

要涉及生物科学方法教学就会存在不同程度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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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这反映出，虽然我们开始重视对学生科学素

养的培养，但我们毕竟才刚刚起步，我们自身的

生物科学素养并不高，需要不断地研究、学习和

提高。因此，笔者希望将自己对人教社必修3《稳

态与环境》中生长素发现相关实验所涉及的科学

方法的认识，拿出来与大家交流和分享，以起到

抛砖引玉的作用，对老师们进行高中生物科学方

法教学能有所启迪。

意义。因此，我们今天用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原

理分析前人的实验，其目的不是挑前人的错误或

毛病，而是通过这些实验的分析帮助学理解现代

科学研究的方法，特别是其中的演绎推理的方

法，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我们先看达尔文和他儿子的实验（见下

表）。

2 生长素发现相关实验的现代科学方法分析

现

现代生物科学研究最为常用的方法也就是假

说演绎法。所谓假说演绎法是在观察和分析基础

上提出问题，通过推理和想像提出解释问题的假

说，根据假说进行演绎推理，再通过实验检验演

绎推理的结论。如果实验结果与预期结论相符，

就证明假说是正确的，反之，则说明假说是错误

的。其中演绎推理是一个逻辑思维的过程，演绎

推理是否严密直接涉及结论的正确性。但是在

19世纪之前，生物科学的研究主要处于描述生物

学阶段，直到孟德尔通过实验提出分离定律和自

由组合定律，才使生物学的研究从描述生物学阶

段过渡到实验生物学阶段，可以说孟德尔是第一

个真正将假说-演绎法应用于生物学研究的科学

家。因此，在此之前的许多生物科学研究并不符

合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有些甚至纯粹是意外

发现。例如，我们现在只要讲到遗传物质的发现

都要提到的英国科学家格里菲斯的肺炎双球菌的

体内转化实验，但事实上，英国科学家格里菲斯

最初用小鼠设计的这一系列实验时并非为了研究

细菌转化问题，而是在研究免疫学问题，直到他

在二战中被炸死在伦敦自己的实验室中，他都不

知道自己的实验对遗传物质的发现有多么重要的

意义。因此，我们今天用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原

理分析前人的实验，其目的不是挑前人的错误或

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一是关于达尔文的假

设。尽管没有资料明确指出上述假设，但我们从

达尔文和他儿子设计的实验中不难做出上述推

测，否则他们为什么用胚芽鞘尖端进行实验呢？

二是关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分析。这里涉及四个

实验，①和②构成一组对照实验，前者是对照

组，后者是实验组，说明胚芽鞘尖端与植物的生

长和向光性有关；①和③构成一组对照实验，前

者是对照组，后者是实验组，说明胚芽鞘尖端与

植物的向光性有关，①和④构成一组对照实验，

前者是对照组，后者是实验组，说明胚芽鞘尖端

下部与植物的向光性无关，③和④构成一组对照

实验，属于相互对照，无明显的实验组和对照

组，说明胚芽鞘尖端与植物的向光性有关，胚芽

鞘尖端下部与植物的向光性无关。三是关于实验

的结论。有人认为达尔文根据实验提出的“单侧

光照射使胚芽鞘的尖端产生某种刺激，当这种刺

激传递到下部的伸长区时，会造成背光面比向光

面生长快，因而出现向光性弯曲。”是一个结

论，笔者认为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达尔文对植

物向光性原因的初步解释，事实上就是假设。恰

恰是这一新的假设，为后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指

明了方向。

接下来我们看其他几位科学家的实验（见下

表）。

需要指出的是，詹森的实验 和 不构成对照

实验，因为不符合单因子变量原则，此实验结论

的得出实际上是他的实验 与达尔文的实验 对比的

结果；拜尔的实验将切下的胚芽鞘尖端放在已切

去尖端的胚芽鞘的左侧和将切下的胚芽鞘尖端放

在已切去尖端的胚芽鞘的右侧进行相互对照，并

与达尔文的实验 进行类比，得出胚芽鞘向光弯曲

生长是由于刺激在照光侧和背光侧分布不均匀造

成的这一结论。但詹森和拜尔的实验均不能确定

这种刺激的性质，即不能确定这种刺激就是一种

化学物质，而只是猜测这种刺激可能是一种化学

物质，这样才有了温特的实验。温特的实验已经

完全符合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即提出问题、

做出假设、设计实验检验假设、最后得出结论，

实验目的明确，实验设计周密而巧妙， 是实验

组， 是对照组。

将达尔文、詹森、拜尔和温特等人所做实验

联系起来看，詹森、拜尔和温特等科学家所做实

验正是对达尔文提出的假设（或对胚芽鞘向光性

原因的解释）的不同侧面的证明。詹森证明了胚

芽鞘尖端产生的刺激是可以向下传递的，拜尔证

明了在单侧光照射下，胚芽鞘尖端产生的刺激不

均匀地传递给下部，最终温特证明了胚芽鞘尖端

产生的刺激是一种化学物质，并提出了生长素的

概念。明确了这一逻辑关系，在教学中我们就不

难引导学生理解詹森、拜尔和温特是如何想到他

们研究的问题和实验设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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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问题   假设                试验方法和结果     结论

达尔文和

他儿子的

实验

植物为什么

具有向光

性？

植物的

向光性

与其尖

端有关

①胚芽鞘收到单侧光照射时，弯向光源生长。

②切去胚芽鞘的尖端，单侧照光，胚芽鞘既不

生长，也不弯曲。

③用锡箔小帽罩住胚芽鞘的尖端，胚芽鞘直立

生长。

④用锡箔套住胚芽鞘尖端下面一段，单侧光只

照射胚芽鞘尖端，胚芽鞘仍然弯向光源生长。

感光部位在

胚芽鞘尖

端，植物的

向光性与其

尖端有关。

研究的问题        假设             实验方法和结果       结论

詹

森

的

实

验

胚芽鞘的尖

端产生的刺

激可以传递

给下部吗？

胚芽鞘的尖端产

生的刺激可以

（或不可以）传

递给下部。

①切去胚芽鞘的尖端，即使单侧照光，

胚芽鞘既不生长，也不弯曲。

②切断胚芽鞘的尖端，插入一琼脂块，

单侧照光，胚芽鞘向光弯曲生长。

胚芽鞘的尖端产

生的刺激可以传

递给下部。

拜

尔

的

实

验

胚芽鞘的尖

端产生的刺

激是否均匀

地传递给下

部呢？

胚芽鞘的尖端产

生的刺激不均匀

地传递给下部。

在黑暗中，将切下的胚芽鞘尖端放在已

切去尖端的胚芽鞘的一侧，胚芽鞘向对

侧弯曲生长。

胚芽鞘的尖端产

生的刺激不均匀

地传递给下部。

温

特

的

实

验

胚芽鞘的尖

端产生的刺

激是一种化

学物质吗？

胚芽鞘的尖端产

生的刺激是一种

化学物质。

①把经过胚芽鞘尖端处理的琼脂块放置

在切去尖端的胚芽鞘的一侧，结果胚芽

鞘向放琼脂的对侧弯曲生长。

②把未经胚芽鞘尖端处理的琼脂块放置

在切去尖端的胚芽鞘的一侧，结果胚芽

鞘不弯曲也不生长。

胚芽鞘的尖端产

生的刺激是一种

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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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哲学会考：法国高等院校的“敲门砖”

□ 张桂英   山东省威海高区第一中学

法国高中可分为“普通高中”、“技术高

中”与“职业高中”。“普通高中”学制共3年，

又可分为“确定”（高一年级）与“结业”（高

二年级与结业班）前后两阶段。升入高二后，

“普通高中”的学生又可分别进入“文学”、

“经济与社会”、“科学”等3个不同“会考”系

列。而“技术高中”学制也是3年，其培养目标为

“使学生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知识，广泛、扎实的

普通文化知识，有较强的适应社会和企业对科学

技术迅速变化的能力”；第1学年是基础学习阶

段，教学不分学科，第2与第3学年即分学科教

学，每周课时为32——38小时。其中“普通文化

课”又可根据不同学科、专业分别占课时总数的

1/3——1/2，特殊可甚至超过1/2；“技术课”与

“专业实习课”可根据具体情况与条件，选择在

学校教学车间或工厂、企业进行；而“选修课”

教学时间，每周大致规定为2—4小时。“职业高

中”为短期中等职业教育机构，也称为“短期高

中”，有“3年制”与“2年制”等两种学制，主

要办学目的为“培养技术工人与职员”；而此两

者在专业设置上又有着较大差别：其中“2年制”

班，专业划分较细但“专业面”较窄，而且经常

根据社会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加以调整，主要

是“培养学生对某一职业的能力与技巧”；“3年

制”班，则专业面较宽，主要是“学生掌握与某

一职业领域相关的比较全面的知识与技能”。课

程主要包括“普通文化课”、“职业课”与“实

习课”等部分，其中“2年制”班，“实习操作

课”比例相对高些，而“3年制”班则相对提高其

“技术理论”的课程比例。如，法国近几年新开

设的“职业高中”毕业会考班，就按规定“分专

业”教学，其课程设置主要围绕4方面，即“职

业、技术学与科学教育”；“表达与世界知

识”；“艺术教育与创造性的发展”；“体育”

等。总课时为69周，其中至少有16周在企业实

习。高三结业班结束后即可参加高中会考，会考

成功者可获得“高中毕业会考证书”（即BAC“业

士文凭”）。

法国可能是有着与我国最为相似高考制度的

西方国家之一，同中国学生一样，要想接受高等

教育就必须首先通过“高考”，亦称业士考试

（即著名的BAC），即高中生进入大学深造的必要

条件，就是首先获得由学校统一颁发的高中毕业

证书，然后再参加高中会考（BAC）。只是与我国

高考有所不同的是，其BAC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是

对中学结业的制约，又是“大学第一阶段的一部

分”；即会考所取得的BAC文凭，相当于我国的

“高考”对考生则是一种重要的标志，既标志中

学学习的结束，又标志接受高等教育的开始，是

考生成功开启“高等院校”之门的一把最重要的

钥匙。因此，法国的高中毕业“会考”对学生至

关重要。而且，法国高等教育文凭种类繁多，学

制不一，所以在衡量一个人受高等教育的程度

时，都习惯以BAC为基点，再加上受高等教育的年

数，形成“BAC+X”的评价。可见，法国的高中

“会考”文凭与高等教育的息息相关。那些获得

“普通高中”与“技术高中”会考业士文凭的考

生，即可顺利获得当年进入大学的入场券而直接

在大学通过注册入学。而那些没有通过会考、但

各科考试平均成绩为8分（每科20分为满分）者，

按规定可由学区长授予“中学学习结业证书”或

“中学职业学习结业证书”。但该证书，只是这

些考生已经接受完整“中学教育”的证明，不能

作为进入“高等院校”的凭证。原则上说，所有

通过高中“会考”的高中生，即获得BAC的考生，

均可申请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法国国民教

育部提供的数字，法国普通科高中“会考”及格

者中大约有94%的人可直接进入高等院校就读，而

技术科高中“会考”及格者则仅有17%的人能进入

高等院校就读。但“医学系、牙医系、药学系及

技术学院”等必须除外，因为名额所限，这些院

校与专业一般都会采取淘汰制选择招收大学新

生。为使各高等院校提前掌握生源情况，法国高

校招生一般实行“预注册”（即提前登记志

愿），而“预注册”又统一规定为每年3—4月间

进行；由于考生众多，绝大多数学校均采用电话

或计算机登记方式。

在法国，哲学按严格规定，是高中必修课与

高中“会考”的第一科目，即不论是“普通高

中”还是“技术高中”，所有学生只有通过哲学

会考，才能毕业并有资格进入大学。但法国中学

的哲学教育目的，并非为培养、造就哲学家，也

不是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法兰

西公民。在作文课上所经常进行的就是“哲学作

文”训练，比如，要求用4个小时对“我”大做一

番哲学发挥，这不得不让人们大都产生这样的联

想：大概只有这个产生过“我思故我在”哲学思

想的民族，才能想得出如此作文训练方式。其

实，这种哲学作文训练，早在2011年前，它还只

是所有普通高中（分为人文科、经济社会科与科

学科）和技术高中（以协助学生升学为目的，不

同于职业高中，后者以就业为目的）的高三学生

必修课；而从2011年开始，法国教育部则明确规

定，从高中一年级就开始统一实行哲学教育，并

且是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门科目；普通高中

和技术高中的所有学生，只有首先通过这一“会

考”，才能毕业并有资格进入大学，这就使得这

种哲学“会考”，似乎已经成为法国高中生进入

高等院校一块最有效的“敲门砖”。

当进一步分析法国学生面对如此别具一格的

哲学“会考”是如何答题，而教师又是如何阅卷

时，或许发现其与我国所表现出巨大“差异”的

同时，可能还会带来一些更深入的思考。

首先，表现在考生的答卷，一定要根据学校

所教授的思辨方式按严谨步骤进行；再就是这些

题目事实上又并没有统一答案，而阅卷教师则会

根据考生的回答，看逻辑是否严密，思考是否深

刻，然后再适当地予以评分。比如，从法国

2014年哲学“会考”（具体试题见所附“相关链

接”）阅卷要点看，例如，对于“人活着是为了

幸福吗？”这一题目，首先要定义“人”与“活

着”；其次定义何为“幸福”，是精神的还是物

质的，是短暂的还是持续性的，幸福与不幸的关

系等；接着就需要分析诸如“活着又是如何才是

为了幸福，如何看待自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

益，获得物质满足还是心灵满足”等。回答最好

引用一些著名哲学家观点，来为自己的看法进行

证明或反证。其实，该阅卷答案最后提出，其最

终答案要根据考生的经验、理论、分析能力与表

达能力来综合给出，因此答案具有高度“个性

化”，而阅卷教师对此则根本不可能根据统一答

案来予以评分。由此看来，法国高中的哲学“会

考”，同时还在测试考生的“思维、推理、思辨

与分析能力”，这也是这个国家为什么一定要在

高中开设哲学课并实行严格“会考”的初衷之

一。该国一位物理学教授就曾多次强调，科学的

最终发展必须要依赖哲学，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学习哲学应是国家赋予每一位合格公

民的权利，历史可以证明，通过教育塑造公民理

念，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在法国

大革命期间，革命者试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

锻造新法国所需要的理性国民。众所周知，法国

大革命期间的风云人物拉卡纳尔早在大革命前就

曾是天主教修会的一位哲学教师，他在1793年进

入国民公会后，就积极参与国民教育改革。他认

为，“自由思考和发展批判理性的权利属于每个

公民”，显然，哲学对于培养“自由思考与批判

理性”的至关重要。因此，从大革命教育哲学的

逻辑看，学习哲学乃是法兰西共和国每一位公民

的神圣权利。但当时所要实行的哲学教育，并没

有能够在混乱动荡的大革命中得到实践，倒是终

结了大革命的拿破仑最后将哲学教育纳入到法国

的“公共教育”系统中。拿破仑非常重视针对这

个国家12岁以上男孩的所谓“中等教育”，并致

力于把他们培养成为“所需要的军人或公务

员”。当然，当时拿破仑对“自由思考和批判精

神”却毫无兴趣，他只是希望教育能够培养忠诚

于“宗教、君王、国家和家庭”的公民，而哲学

于他来说，就只是这一国家教育的一个工具。但

令人庆幸的是，这个国家的中学哲学教育并未随

拿破仑的最终垮台而终结，反而不断得到发展。

即使在保守的自由主义七月王朝期间，1840年担

任公共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库赞更加强化哲学教育

在中学教育的地位，并首次引入国外作文形式来

强化培养高中学生的哲学思考和表达。到19世纪

末至20世纪初的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共和国与

天主教会的斗争最终以确立政教分离原则而告一

段落，共和国因此在政治与教育上都已取得比较

完整的支配权。而此后反教权和反旧制度的共和

国，致力于通过初级与中等教育这一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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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向国民灌输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精

神，而中学的哲学教育则被确立为通过思考学习

自由的重要途径，更是共和国通过学校展开公民

教育的顶峰。因此，哲学学习不仅是公民的权利

更成为其义务。

再次，把哲学作为高中生的必修课与“会

考”科目，这是法国中学教育的最别具一格之

处。针对这一教育现象，细考欧洲以及其中另外

两个伟大哲学民族——英国与德国，也并未像法

国这样如此推崇中学的哲学教育。在欧洲，除法

国外，只有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把哲学列

为高中必修课，在这几个国家中，意大利主要是

在思想史课程中教授哲学史的某些内容；而西班

牙的哲学课则分为两年进行，第一年是公民教

育，而第二年才是哲学史。反观德国，哲学课只

是中学生的选修课；而英国的哲学课则更多的是

比较宗教课或逻辑课。只有法国，是严格按照哲

学概念与主题来按部就班通过组织哲学课教学，

以训练学生对关乎人生、社会、政治等一系列根

本问题，来对此进行初步的哲学思考，而这些问

题即使在最伟大的哲学家们那里，也都是争论不

休的历史话题。那么，为什么法国要求其国民在

高中时就开始对这些问题加以思考，这就是前面

已经提到的一个不争事实，即，法国中学哲学教

育的目的，并非只是为国家造就一大批哲学家，

也不是为系统掌握哲学体系，其教育目的就只有

一个，就为培养真正合格的法兰西公民。2016年

是卢梭诞辰304周年，熟读卢梭的法国人不会忘记

他在《论科学与艺术》中的教诲，真正的哲学思

考只有少数人才能胜任，而很多人热衷于哲学，

不过是因为无所事事和虚荣自负。由虚妄的哲学

运动发展起来的文人政治的危害，经历过大革命

恐怖与二战后意识形态迷狂的法国人，不会没有

切肤之痛。夸夸其谈、招摇撞骗的所谓哲学明

星，在今天的法国也屡见不鲜。因此，法国中学

的哲学教育坚决反对浮夸的“博学与辩论”。哲

学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让学生认识到，人类的一些

根本问题与他们本是密切相关。而这种“启迪与

发现”又会影响其一生，因为他们能否深刻认识

到“人生与职业”的意义，就取决于是否能对这

些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而他们也应当以自己的

人生与职业，去理解这些问题并探求其答案。更

为重要的是，中学哲学教育也是对其未来政治生

活的准备，在中学时代如果能够在哲学课上就

“正义、自由、平等、国家、工作”等问题，深

入应用所学知识进行严肃思考，事实上就是对他

们未来能成为优秀公民的最重要准备。他们在不

远的将来就会获得选举权，在法律上成为完整的

公民，将在生活中切身理解公民的政治与道德职

责。换句话说，政治生活将会延展哲学教育所提

供的公民教育，或者说政治生活是哲学教育的延

续。这就可以更加合理地解释，为什么法国高中

的经济社会科、理科乃至技术科学生都要被严

格、统一要求接受哲学教育，就是因为法国中学

哲学教育的本质乃是公民教育，因为哲学一向被

认为是有助于塑造具有“自由精神、批判意识与

政治责任”“开明公民”的强力武器。说起法国

中学哲学教育的严格、统一，就必须提到一点，

正是因为国家极其严格的高中教师资格考试，才

得以保证中学哲学教师的优秀素质。如果考察法

国中学哲学教育的师资状况便会发现，很多高中

教师都具有博士学位头衔，他们像大学教授一

样，除授课外，还同时从事研究与出版著作，甚

至成为某些领域的专家，有不少知名学者在担任

大学教职之前都会在中学任教一段时间。如果有

人在学术会议上邂逅到某位法国学者，看其头衔

不过只是中学教师，因此而不以为然，那就极可

能大错特错，因为他可能是一位已经出版若干学

术著作并得到业内同行承认的学术大腕。

此外，法国中学的哲学教育还体现出极其鲜

明的“自由乃是哲学教育”的目的，从启蒙运动

开始，法国人就热衷于哲学教育的“自由”；即

使今天的法国人，依然还保留其18世纪在咖啡

馆、沙龙中自由讨论哲学的习惯，常见一些普通

的哲学爱好者，经常就某一个哲学问题而在某个

咖啡馆里组织一场非正式的自由辩论。一些著名

哲学学者的课程与讲座、媒体如久负盛名的法国

文化电台中的哲学节目，其自由的方式也一直广

受欢迎。这种自由还更多体现在哲学教育的选择

方式上，法国的中学哲学教育，令人不可思议的

是，这么重要的课程，却没有任何正式教材，而

授课教师只依据所提供内容宽泛的教学大纲，来

煞费苦心以选取教学内容，并按照自己喜欢的方

式来组织实行教学。因此，教师可以说是这一教

育内容与形式最权威的主宰，其个人风格与能力

就往往决定其课程的成功与否，而学生在学习中

也能够享受到充分的学习自由。这是因为，哲学

教育本来就反对知识性灌输，因此不可能采取哲

学史式教育方式；学生也不需要花时间去掌握哲

学家思想与哲学观念的演变，而是在教师的引导

与激发下，围绕某些概念与文本，对最具普遍性

问题来进行自主思考。另外，哲学教育所进行的

训练与考试，又都是通过作文形式进行（没有我

国考试中的填空、选择、问答等题型），其“会

考”过程，学生可以有4小时时间来对一个问题或

一段文字充分发表看法与思考；显然，这就需要

不仅要掌握一定哲学知识与概念，更为重要的

是，还要在其基础上来明确所设问题并能够充分

发挥出自己的思考与创造，同时还必须能够有效

地通过组织流畅严谨的语言文字以表达这些思考

与创造。很显然，这种自始自终贯穿自由精神的

哲学教育，也必须在一个崇尚自由思考的氛围中

才能进行。在法国历史上，从第三共和国直至今

日，自由就自始至终被法国人视为中学哲学教育

之灵魂。首先，表现在共和主义的理念中，只有

那些能够运用自己心智进行独立思考的公民才会

认同民主共和国这一国家政体。从法国大革命到

20世纪初，共和国的正当性确立，必须有赖于国

民能够摆脱天主教与君主制传统在政治上的约

束。当然，今天民主与共和的正当性虽然在法国

已经毋庸置疑，但是哲学教育的自由品质却依然

重要。在现代社会获得充分权利和尊严的个体，

是否有能力充分运用个人自由，仍需要对“人

生”、“社会”等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具

有思考能力。而哲学教育就可以有意识引导那些

即将成年的中学生，以关注这些基本而重要的哲

学问题，因此“自由是否意味着不遇到障碍”、

“欲求不可能的事物是否很荒谬”等诸如此类问

题，能够堂而皇之出现在法国“会考”试题中，

也并不意外。另外，作为公民能否在自由中积极

理解与承担其社会与政治责任，并且相互尊重与

合作更属必不可少。所以，其哲学教育试题，就

常常自然而然围绕政治与公共生活等一些不可或

缺的问题而展开。（如国家权威、工作价值、个

人权利与义务、自由内涵与限度等）

综观近些年来，某些东欧、拉美国家也纷纷

在中学开展起哲学教育，以帮助中学生通过自由

思考来理解哲学价值。对法国这种高中毕业“会

考”中的哲学教育与考试，我国的教育界也进行

过广泛的讨论、争鸣与思考，其共识为，应当在

教育方针层面强化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开阔学生

视野，加强思辨能力，逐步减少应试教育成分；

同时，在向学生教授知识时，要强化学生的思

考、批判能力，在政治与思想教育课程里增加公

民教育成分，结合具体的社会现实来培养学生的

法制观念、道德判断能力和公民意识，在高考作

文命题中，加大对考生思辨能力的考查力度等，

这些均能给学生本人与社会发展带来切实的益

处。其实，这还只是两国间在教育领域所存在的

个别差异表现，首先要理解为何法国会有诸如

“人活着是为了幸福”、“艺术家是否他个人作

品的主宰”、“为什么人需要寻求认识自己”、

“艺术作品能培养我们的感知力和领悟力吗？”

之类的题目。因为在法国，本不存在我国所开设

的政治思想课之类的课程，但自小学所开设的国

民教育课，帮助学生了解社会运作的基本原理，

理解一系列基本原则与法律精神，也就是通过这

些课程来培养合格公民。而从中学开始，就开始

设立哲学课程，一般以历史演进方式来教授学生

理解一系列重要哲学家对社会与生活的观点与看

法。到高中时，则按照文理科每周设“哲学课

时”从2小时到4小时不等。从法国教育部大纲可

看到开设哲学课之目的在于“让学生们发展理

性、发展思考与思辩的能力，理解自己与他人乃

至与社会的关系，同时拥有对社会与生活的一系

列基本的看法与批判能力”。而法国教育学家、

蒙彼利埃三大教授之一的托兹则认为：“哲学代

表了人类文化的最高层次，是人对自己生存状态

乃至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思考，因此在学校里教

授哲学十分必要；而西方哲学是西方社会及其历

史发展的结晶，因此教授西方哲学是理解西方文

化传统、保持社会批判精神与理性思想的重要一

环。”该看法也是法国教育界的普遍看法。因此

学生教育就必须首先从公民教育开始，以哲学教

育结束。而在高中毕业“会考”中，不管那个学

科的学生，都必须首先通过哲学考试。既然是哲

学考试，当然就会有上述涉及“人生”、“艺

术”、“社会”等基本概念的相关题目了。因而

在我国，人们对哲学的认识显然与法国有着较大

差异，像法国这样的高中“会考”题目，在我国

就必然显得不可思议，从网上引起热议的法国高

中哲学“会考”试题，可以清楚反映这一点。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法国的中学哲学教育

并非都是一帆风顺，也常常难以避免会遭遇滑铁

卢，并且失败比率可能很高。比如，某年试题是

对帕斯卡的一段话进行分析，就曾出现多份考卷



考试趣谈 课堂内外

44 45

高中考试与评价·2016年第1期高中考试与评价·2016年第1期

几乎空白，不能得分（满分是20分）。事实上，

法国中学哲学“会考”平均分也就在10分左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法国高中哲学教

育课的“会考”经验值得认真了解、分析与思

考。而在对待我国与其他各国在诸如教育、科研

乃至社会管理等一系列领域的诸多“差异性”，

也必须实事求是站在一定的哲学高度来看待、分

析，从技术与具体层面来了解与判断，唯此，才

能进一步得出符合国情实际的结论，才能根据实

际状况予以取长补短而获益。

 

2014年法国高中哲学会考作文题

文科考生试题：

1、艺术作品能培养我们的感知力和领悟力

吗？

2、我们是否应该为获得幸福而穷尽一切手

段？

3、阐释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72年著作《客

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中的选段。

社会经济科考生试题：

1、拥有选择权是否就意味着自由？

2、为什么人需要寻求认识自己？

3、阐释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1958年著作

《人的境况》中的选段。

理科考生试题：

1、人活着是为了幸福吗？

2、艺术家是否是他个人作品的主宰者？

3、阐释笛卡尔1628年著作《指导心智的规

则》中的选段。

音乐舞蹈专科试题： 

1、文化的多样性是否会阻碍全人类的团结？

2、我们能否对真理漠不关心？

3、阐释哲学家康德1795年著作《道德形而上

学》中的选段。

2012年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哲学试题

人文科考生试题：

题目1：通过工作我们获得什么？题目2：所

有信仰都违背理性吗？题目3：解释斯宾诺莎《神

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科学科（理科）考生试题：

题目1：我们是否有责任寻求真理？题目2：

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加自由？题目3：解释卢梭

《爱弥尔》的一个节选段落。

经济社会科考生试题：

题目1：存在着自然欲望吗？题目2：工作，

是否仅仅是为了有用？题目3：解释乔治·柏克莱

《论消极服从》的一个节选段落。

2006年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哲学试题

文学组：

1、“我是谁？”这个问题能否以一个确切的

答案来回答？

2、能否说：“所有的权力都伴随以暴力”？

3、试分析休谟论“结伴欲望和孤独”一文的

哲学价值。“‘结伴’是人类最强烈的愿望，而

孤独可能是最使人痛苦的惩罚。”

经济社会学组：

1、什么是公众舆论能承受的真理？

2、“给予的目的在于获得”，这是否是一切

交流的原则？

3、试分析尼采论“罪行与犯罪”一文的哲学

意义。作者在文中提出问题：  舆论在了解了犯罪

动机和作案具体情况后，即能遗忘错误。这种现

象是否有悖伦理原则？

科学组：

1、能否将自由视为一种拒绝的权力？

2、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是否受科学知识的局

限？

3、试分析卢梭论“人类的幸福、不幸和社交

性”一文的哲学含义。卢梭说：“我们对同类的

感情，更多产生于他们的不幸而不是他们的欢

乐。为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基础是利益，因共

处逆境团结在一起的基础是感情。”

回归教育的“本真”,做一名成功的班主任

□ 曹华平   海南省保亭县保亭中学

传统观点认为,教师是园丁。园丁是什么,园

丁是手持冰冷剪刀,按照自己的喜好给花草修枝打

桠的。教师是什么,教师就是依仗师道尊严,按照

一定规格为社会生产合格人才的。学生的行为有

了偏差,他们（特别是班主任）可能会不厌其烦地

说教;学生的言行和既定的思想轨道不相符了,他

们也可能会如临大敌,横加指责,粗暴干涉。这两

种做法既忽视了学生心理,又违背了当代教育以人

为本的理念。十六七岁鲜活生命从本能上是抵触

枯燥说教的,真正的以人为本应该是回归教育的

“本真”，着眼孩子的未来，关注孩子的全面发

展，而这些都离不开对孩子的热爱和尊重。

  一、有热爱才能教育

2015年8月26日 星期三 晴

 2015级高中班暑期军训正在进行。操场上，

孩子们正在骄阳下练习队列；政教处里，宿舍管

理员正在向带队的政教主任告状。“408房间的铝

合金窗户被学生推到楼下摔坏了。你们要赔！”

带队的政教主任随口回答：“赔嘛，让学生们

赔，分摊到每个人。”“不能让学生赔吧。408房

间住的是（7）班和（8）班的女生，能被这些小

女孩推掉的窗户恐怕本身的质量有问题。”我插

了一句。我有些不平，虽然和这些孩子才刚刚见

面，很多都还叫不出名字来，但我是她们的班主

任，我就有责任维护她们的利益，并且替她们承

担责任。

2015年8月28日  星期五  阴

上午9点，这一期的军训会操仪式正在举

行。湿热的空气已经威力无比，孩子们已经汗流

浃背了，被检阅过的队列还是纹丝不动地站着聆

听领导的讲话。一女孩腿一软，瘫倒在地上。在

教官的指导下，队列中走出几个男孩，拽着女孩

的四肢，从队伍中走出来。在男孩子们的生拉硬

拽下，女孩衣服裸露着，头发披散着，表情痛苦

又尴尬。看台上很多家长嘘唏不已。我三步并作

两步，冲下看台，让他们放下女孩，替女孩整理

好衣服和头发，与另外一个男孩架起了女孩，送

到了看台上坐着。女孩子不是我班上的，男孩子

们善意地帮扶没能顾忌到女孩子的尊严，身为父

亲，我知道孩子的心理，即便生理不适，也不愿

在大庭广众之下狼狈不堪。

2015年9月1日  星期二  多云

上午8点，2015级高中班学生正式报到，班主

任要代收学杂费。很多学生已经在大钞上规规矩

矩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还有些学生在到处借铅

笔签名。孩子们的驯顺听话让我有些心痛。“大

钞上没有签名的同学不用签了，已经用铅笔签了

的，请轻轻擦掉。以后的代收费，只要是交给我

的，一律不用在大钞上签名。知道为什么吗？第

一，老师相信你们；第二，在钞票上涂抹是违法

的。”有些孩子还没回过神来，不知道我这么做

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些孩子醒悟过来了，

拼命的鼓掌，为他们得到的久违的尊重和信任。

2015年10月23日  星期五   阴转多云

今天早晨,政宇在早读第一道铃声响起的时候

进了教室，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赶紧冲到办公

室里拿起一个苹果，冲进教室，当众把苹果奖给

了政宇，并且对大家说：“奖他这个苹果不是因

为他没有迟到，而是因为他有克服困难的想法和

行动。”教室里响起了一片掌声。事后胡进强递

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对您奖励政宇一

个苹果的事，踌躇很久。我甚至心想我家也住那

么远就好了。”

这一届的学生来源很广，政宇住在新星农场

七仙岭下，他就是赶到了第一班车，都不一定能

准点到校。要求所有同学都准时参加每天7点20分

的早读真的有些困难，但是又不能放任，怎么办

呢？罚，是不近情理的；那就只有奖励了，奖励

那些不迟到的人和现象。

2015年11月27日  星期五  晴

中午12点30分，我到班上看了一下，教室里

坐了十多个刚刚吃完中饭的孩子，前后四个电扇

都开了。我对男孩子们说：“你们要热的话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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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

               协作会年会会议纪要

□ 全国学业水平考试协作会〔2016〕1号

2015年全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协作

会年会于11月25日至28日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

北京、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

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

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新疆等24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以及深圳市卓帆科技有限公司、广东讯飞启明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海云天教育评测有限

公司、山东山大鸥玛软件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共计

11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课程处处长李明，教育

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认证处处长李屏、

副处长赵黎娜等应邀出席会议。会议由北京教育

考试院中招办主任马宏辉主持。福建省教育考试

院副院长陈峰致欢迎辞，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中心认证处处长李屏、北京教育考试院副

院长臧铁军分别致辞，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课程

处处长李明、浙江省考试院副院长边新灿、上海

市考试院副院长雷新勇等分别在大会上作了专题

报告。

本届年会的主要议题有：教育部基础教育二

司领导对全国各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

的方案设计及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并对下一步推

进改革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浙江省教育考试

院、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作为改革试点单位，分别

对高考综合改革和新学考的实施情况、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设计和结果应用等相关经验和问题

进行介绍说明。

一、教育部李明处长对全国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制度的方案设计及实施情况进行总结；介

绍高中课程方案的修订工作进程；为改革的进一

步推进提出建议和意见。

李明处长首先对近一年各省市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方案的制定情况进行总结。她指出：多

数省份在对政策把握和理解方面形成共识，部分

省份已着手将本地区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和“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报教

育部备案。教育部肯定了这些地区在制度研制、

实施等方面均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其次，她重点

介绍了跟踪指导浙江上海一省一市高考综合改革

试点工作情况，并对在试点改革措施中落实选课

走班方面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她就改革

过程中各省市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意见和

建议，并要求各省市在加强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基

础上，参照教育部的总体方案要求，紧密结合本

地区实际，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相关方案措施。

李明处长还对高中课程方案修订工作的进展

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这项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

了初步修订稿的工作，后续工作已全面展开。此

外，她还就进一步优化学与考的衔接，完善学科

坐到教室后面，把电扇调小些。前面电扇关了，

让女同学休息。”他们都听话的照做了。我就随

手捡吹得到处都是的卷子和稿纸，孩子们看见

了，也帮着来整理教室了。胡进强拿起了抹布在

擦讲台，我说：“胡进强,你最近好乖了。”他

说：“老师，我一直都好乖。”我说：“是，你

学习如果能再进步些，那就更乖了。”和他的对

话还没完，夏丽冰就开口问：“老师，分科以后

你 还 带 我 们 吧 ？ ” 我 说 ： “ 你 希 望 我 带 你 们

吗？”孩子们都回答：“愿意。”王洁在下面叫

了起来，“老师，你带文科班，我就学文科。”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带文科还是理科，要听学

校的安排。”

在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面前，我觉得我理应

是父亲。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造物

主送到人间来的天使。他们弱小，容易受伤；他

们纯洁，易被玷污。他们的成长过程，离不开热

爱和教育，而热爱应该是教育的前提。泰戈尔的

《新月集审判官》中说：“你想说他什么你尽管

说罢，但是我知道我孩子的短处。我爱他并不因

为他好，只是因为他是我小小的孩子。你如果把

他的好处与坏处两两相权一下，恐怕你就会知道

他是如何的可爱罢？当我必须责罚他的时候，他

更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当我使他眼泪流出

时，我的心也和他痛哭了。只有我才有权去骂

他，去责罚他，因为只有热爱人的才可以惩戒

人。”“只有热爱人的才可以惩戒人。”这句话

我深以为然。一个对孩子连爱都谈不上的老师是

无从施教的。

二、轻名利，才会尊重

2003年11月18日  星期二  晴

早读时，英语老师林老师来到我班上，把黄

学军拽了出来，当着我的面，历数了他不做英语

笔记，不交英语作业，期中考试英语年级垫底的

种种罪状。我气急了，冲进教室，拎起他的书包

就往外扔。书本落了一地，文具盒摔散了架。他

红着双眼，斜视着我。我吼道：“叫你家长来，

不然回家。”他满眼噙泪，弯腰一点一点地把东

西捡了起来，正眼也没看我们一下，就走了。

2003年11月19日  星期三  晴

昨天等了一整天，也没见黄学军和家长的身

影，我有些不安，决定到他家去一趟。我骑上自

行车，走了六七里沙子路，问到了他家。山边上

一栋小小的茅草房，厅堂里就是一张四根木棍撑

起的供桌，房间里，他妈妈蜷曲在床上，据说是

类风湿性疾病，不能见风，房子门窗紧闭。他妈

妈一见我就说：“没有用的东西，不读算了。还

劳烦老师跑这么远。”我惭愧地说不出话来。

2003年12月25日  星期四  晴

今天，在什玲通往保城的那个大坡上看到了

黄学军。他拖着一辆板车，在给别人送煤。我迎

了上去，想和他讲话，他目光空洞好像没看见我

一样的，低下头拉着车走了。这一幕深深地刺痛

了我，这就是我要的结果？为什么？为什么？我

不停地问自己。

十二年前的班主任经历，22岁入行时的困惑

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我用十二年的班主任工作

经历总算是找到了一个答案。

十二年前，我年轻气盛,做什么都也不甘落

后,特别是做班主任，唯恐自己班上的各项活动落

后于别人,什么活动都逼着学生做得最好,做不到

最好,就迁怒学生。强烈的功利色彩让我这个班主

任工作充满大喜大悲。一部分同学分数上去了,家

长和领导的表扬如期而至。但是一部分同学却对

我敬而远之,排斥我的教学和管理。黄学军的故事

让我开始怀疑那个让我获得荣誉的平均分和升学

率到底有多大价值,可我却为了那份虚荣却伤害了

那些学生,甚至是毁坏了他们的一生。

十二年后，我慢慢总结出了我当班主任工作

的经验教训,那就是不能急功近利。急功近利会导

致班主任作出漠视学生生理和心理特点揠苗助长

的事。他们会逼着学生放弃一切业余爱好，舍弃

一切娱乐时间,晚睡早起专攻考试,他们会剥夺了

学生的正常情感,使他们的生活只剩下两种体验：

考得好高兴，考不好愁苦。急功近利的老师会把

鲜活的生命变成机器。

相反，一名成功的班主任,会给学生提供一个

宽松和谐的环境,能宽容学生的不足和缺点；会欣

赏学生微不足道的进步,能看到他们身上闪耀的个

性光芒；会树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理念。去淡去和

孩子分数相关的荣誉和利益。一名成功的班主任

一定会像柳宗元笔下的植树大师郭橐驼,在教书育

人的过程中既不"爱之太恩",也不"忧之太勤",而

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

教育，真的是应该将回归教育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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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的设计，如何从促进学生素养发展角度来提

升命题的质量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以期对大

家深入研究完善高中课程改革方案有所帮助。

最后，李明处长引用刘延东同志的话说“我

们的相关部门、相关省份要在改革上面加大力

度，提高自己的责任心，要更多的有自己的责任

担当。” 希望今后大家形成合力，一起来推进学

业水平考试的实施。

二、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边新灿作《浙江高考

综合改革和新学考的实施情况》介绍。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边新灿分享了浙江

省推进高考综合改革和学考组织实施的工作经

验。边院长首先介绍了本省高考综合改革和学考

推进的情况。他从多元化选拔格局、扩大选择、

综合评价、过程评价四个方面对本省改革方案的

主要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就加强宣传引导和培

训指导、及时跟进配套措施、优化考试结构、严

格加分政策、“三位一体”的招生政策等方面对

改革进程及相关情况进行了重点说明。其次，谈

到在命题组织和实施方面的经验，他强调要通过

组织学科专家进行研究、修订调整公布考试标

准、组织适应性模拟测试三方面对命题的设计不

断地进行修改和完善。最后，边院长对改革中出

现的“如何看待教师及学生负担增减、学生在面

临多样性选择下如何应对、走班制带来的教学秩

序的变化”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一解释。同时也

谈了自己对这次改革以来工作中的一些体会，指

出只有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改革方案简明明

了、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正确处理好科学和公平

的关系，才能在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的框架下不断地推进高考综合

改革实施方案的完善。

三、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雷新勇对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设计和结果应用等问题进行经验介

绍。

上海市考试院副院长雷新勇从考试学理的角

度出发，结合考试政策制订，考试设计与考试结

果提取使用，考务、招生工作等相关问题进行了

详细的阐述。他先谈到了科学考试的几点要求：

首先在考试设计上，考试政策制订之前必须明确

考试设计的基本逻辑思路问题，即考试目的是什

么，如何使我们的考试结果满足考试目的要求。

其次，怎样确定描述学生学业的变量，以及如何

按照学业变量提取评价信息。在考试结果的使用

上，他认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划分等级需考

虑的三个问题：等级名称、等级数、等级的性

质，才能解决如何划分等级等问题。雷院长对考

务、招生工作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方面，要遵

循考试学理制定和实施相关考务、招生政策；另

一方面，在具体的政策制定及操作过程中，考务

管理、招生管理人员必须明确自身的责任，雷院

长强调政策制定者和考务、招生工作从员必须明

确考试学理，才能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合

理，才能科学高效地促进人才选拔。

此外，会议期间，深圳市卓帆科技有限公

司、广东讯飞启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海

云天教育测评有限公司等分别对开放式题库建设

及其在学考中应用设想、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

在考试中的应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与

数据分析应用探索与实践等相关技术方案进行了

介绍和说明。

会议对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考试院和北京

教育考试院为筹备本届年会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

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对深圳市卓帆科技有限公司、广东讯

飞启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给予本次会议的技术支持和帮助也表

示诚挚的谢意。

    

    全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协作会

                                    秘 书 处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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