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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国
选
材，

如
何
破
解
﹃
一
考
定
终
身
﹄？

十载寒窗， 一朝
登榜。

被称之为“国考”
的高考， 一直以来受
到莘莘学子和广大家
长关注。 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要“加快建设教育强
省，提升教育质量，促
进教育公平”。

此前的2014年9
月，《国务院关于深化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发布，标志
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全面启动。 此
轮改革，从考试科目、
高校招生录取机制上
做出了哪些重大调
整？ 将采取哪些举措
提供更加公平、 公正
的高考环境？ 我省采
取了哪些积极应对措
施？ 请听代表委员们
热议———

主 持 人： 李艳华
文稿撰写：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于振宇
统 筹： 蒙志军

特邀嘉宾
胡安平 省人大代表、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
会委员
张永康 省人大代表、
常宁市人民政府教育
督导室主任督学
李 平 省 政 协 委 员 、
民进长沙市委主委 、
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

民生热问———代表委员访谈

主
持人

访谈现场

一
我省高考综合改革方案

今年8月底出炉

这次考试招生改
革目的何在 ， 主要涉
及哪些方面？

李平：主要是5个方面。首先是使改革招
生计划的分配方式更趋合理。其次是改革考
试的形式和内容，使之能更好地引导素质教
育。 第三是改革招生录取机制，规范考试招
生，拓宽多种形式的学习方式。 第四是改革
监督机制、管理机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加
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第五是开展
综合改革试点，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参考综合素质评价这样一种多
元的录取机制。 这次改革于2014年开始启
动，现在所有的高中学校都把它作为大事来
抓，2017年就要全面推进，到2020年要基本
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主持人：我省如何应对，已经做了哪些
工作？

胡安平：我省增加了农村学生上重点高
校的人数， 扩大了贫困地区定向招生的计
划；设置了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的试点，扩大
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的范围。 另外，我省今后
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方案正在制订，在今年
6月底会有一个初步方案，然后进行试点。高
考综合改革的方案将在今年8月底向教育部
备案，然后向社会公布。

张永康：把自主招生放到高考之后，将形
成“统一高考+考生申报+高校自主招生”的
新录取模式。这减轻了考生压力，他们可以把
自己前期精力放到高考上。自主招生测试时，
考生也能更好地展示自身特长， 有利于高校
招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学生。

主持人： 有人担心自主招生成了 “小高
考”，会不会引发腐败问题？

胡安平： 针对高校自主招生十余年来显
现出的“掐尖”、“生源大战”、“沦为小高考”等
弊端， 这次改革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自
主招生的措施。 一是申请学生要参加全国统
一高考，只有达到了相应要求，才能接受报考
高校的考核，这等于设置了一个门槛。二是试
点高校合理确定考核内容， 不得采用联考方
式或组织专门培训。 三是规范并公开自主招
生办法、考核程序和录取结果。四是严格控制
自主招生考试规模。有了这些措施，“小高考”
会引发腐败的担心是多余的。

张永康：文理分科过早，容易出现偏科。 高
中将不再分文理科， 就是让学生文理并重，有
利于个性和特长更好地发展。

胡安平：据我了解，我省高考改革方案正
在制定中，有望借鉴上海和浙江的高考改革方
案，采取“3+3”模式，且不分文理科。

上海方案是：一是不分文理；二是外语有两
次考试机会；三是除语数外再从物理、化学、生
物、政治、历史、地理6门中选考3门，选考5月考
试；四是语数外每门150分；选考科目分等级打
分，每门最高70分，最低40分，总分660分；五是
取消一二本等批次区别； 六是2014级高一开始
实施。

浙江方案是：一是不分文理；二是除语数
外再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技术
7门中选考3门；三是外语和选考有两次考试机
会，成绩2年有效；四是语数外每门150分，选考
科目分等级打分，每门最高100分，总分750分；
五是取消一二本等批次区别；六是2014级高一
开始实施。

主持人：高考不再分文理科，高中课程改
革如何跟进？

李平：一方面，随着学生选择权的增加，要
进一步深化高中课程改革， 逐步构建多层次、
多类型、可选择的课程体系。 另一方面，要不断
创新教学方式，积极推进分层教学和走班制。

张永康： 过去给特长生加分的优惠
政策，是国家教育的一个导向，希望学生
能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在一定程度
上也起到过积极作用。 如果把这个加分
看得太重，不但不会使学生全面发展，反
而成为一副枷锁，加重了学生心理、思想
负担。而且，这个加分缺乏一个刚性的可
量化的评价体系，人为操作现象严重。取
消体育、艺术特长生加分，家长们也没必
要灰心， 因为新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专
门提出要把体育、 艺术特长纳入学生的
综合素质测评体系。把艺术、体育特长纳
入综合测评， 有这方面特长的考生招录
时肯定占优势。

李平：体育、艺术特长生掌握了这样
的技能特长，学习、生活质量就会提高，
幸福指数就会提高，身体状况也会改善，
审美能力也会提高， 这符合我国推行素
质教育的初衷。

李平： 高考录取制度长期以来被社
会与专家所诟病， 焦点就是“唯分数是
取”。 这项举措有利于淡化“分分计较”，
有利于破除“唯分数论”。 高校招录学生
时参考他们平时的综合素质，为“招分”
走向真正的“招生”创造了条件。 搞综合
素质评价这个参考系数， 就是逼着所有
的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提高
学生综合素质。只要政府积极主导，社会
多方参与， 就可以使这个综合素质评价
慢慢地形成一种良好氛围。

胡安平： 综合素质主要包括学生思
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兴趣特长、
社会实践等内容。 这个评价体系要求中
学坚持常态化实施， 学生没有参加或表
现不突出的活动，记录可以空缺，而学生
的相关特长、突出事迹、优秀表现等都记
入了综合素质评价档案， 这就能够准确
揭示每个考生的个性特点， 为高校招生
录取提供有效参考依据。

张永康： 为了保证考生综合素质评
价的真实可靠，强化监督机制至关重要。
建议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建立一个统一
的记录平台， 把反映学生综合素质的行
为如实记录，然后在网上公示、公开，做
到有据可查，防止造假。

胡安平： 毋庸置疑， 长期以来，
贫困地区的学生要取得更多的求学
机会， 需付出更多努力。 我们国家从
2014年开始拿出5万个指标给贫困地
区的学生单独招生， 我省有2500多
个指标， 已在省内的几所211大学实
施。 另外， 湘潭大学等高校也按照国
家和省里统一部署， 拿出了945个指
标来帮助贫困地区学子实现求学梦
想。 这个措施将是今后一个新常态，
贫困地区学子将有更多机会接受高
等教育。

李平： 不再让“寒门难出才子”，
这也体现了教育公平。主

持人

二 自主招生严控规模，
安排在高考后进行

从今年开始， 自主招生
将在高考后进行 ， 会带来
什么好处？

主
持人

三
我省高考或不分文理，

采取“3+3”模式

为何高中将不再分文
理科？我省高考改革方案具
体制订得怎么样？

主
持人

四 加分项目大“瘦身”，
取消体育、艺术特长生加分

从今年开始取消体育 、
艺术特长生加分， 会不会影
响到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主
持人

五
招录不仅仅看文化成绩，

还要参考综合素质

高考招生历来只看学生
文化成绩， 这次改革提出了
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怎么看？

主
持人

六 重点高校定向招收“贫困生”，
不再让“寒门难出才子”

方案提出贫困地区农村
学生进入重点高校人数明显
增加了 ， 并且将形成长效机
制。为避免“寒门难出才子”的
现象，我省采取了哪些措施？

加快建设教育强省， 提升教育质量， 促进教育公
平。 支持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 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
发展。

———摘自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看点

百姓视角

把考生和家长
“解放”出来
长沙市天心区文源街道状元坡社区

李海平

多年以来， 高考是让考生和家长非常纠结
的一件事， 躲也躲不掉， 绕也绕不开。 从培养
孩子的体育、 艺术等特长， 到高中时选择文理
分科； 从高中三年的陪读， 到高考前的最后冲
刺； 从高考考场的紧张气氛， 到考后志愿填报
的举棋不定， 可以说， 每一个环节都让人纠结、
揪心。

我有好几个亲戚的小孩都会在今年参加高
考 ， 因此对新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比较关注 。
我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一些相关信息， 感觉新
一轮改革力度非常大， 像不再分文理科、 自主
招生安排在高考后进行等措施， 设计非常科学、
人性， 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把考生和家长 “解放”
出来， 这是一件好事， 肯定会得到大家支持。

张永康代表 （左二）、 李平委员 （右二）、 胡安平代表 （右一） 在 “民生热问” 会客室接受访
问。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2014年6月
7日上午11时47
分，长沙市一中
考点。 高考首场
考试结束后，考
生走出考场。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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