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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深化
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
见》（简称“意见”）中指
出，学业水平考试主要
检验学生学习程度，是
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
要依据。 上海和浙江
深化考试招生综合改
革实施方案，旨在通过
增加并细化学业水平
考试成绩的呈现等次，
增强学业水平考试的
信度和效度，提升学业
水平考试的公平性和
可靠性。 为了全面落
实国家有关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的精神和要
求，确保我国“两考一
评”（普通高考、学业水
平考试和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的高校招生录
取模式取得成功，学业
水平考试必须努力提
升社会公信力。

2014招考新观察

教师入职面试
“五项注意”

■王必闩

很多新教师踏上从教岗位之前， 都要通过
教师资格考试， 都要经过一系列的笔试和面
试。 在考试中， 也许笔试关容易过， 但面试关
未必轻松如愿。 笔者参加过多次新教师招聘工
作， 觉得在面试环节应该注意这样几点：

第一， 镇静。 无论是谁， 只要涉及到考试
与选拔， 心情多少都有点儿紧张， 这很正常。
心理学研究表明， 适度紧张有利于激发自身潜
能， 发挥最佳水平。 但是倘若高度紧张或者一
直处于手忙脚乱状态， 试想， 这样还能有助于
你的考试吗？ 我想即便是兴奋与激动也会影响
你的正常发挥。 在每次面试中， 我发现总有几
位考生紧张得有点过头， 这样自然会影响其最
后的成绩。 实际上他的综合素质并不差， 但是
过度紧张就会慌乱， 一乱就会失去分寸。 因
此， 面试时一定要通过深呼吸等方式尽快让自
己平静下来， 以一种镇静的心态参加完面试全
过程， 若如此即便不是最好， 但绝对不可能最
坏。

第二， 自信。 人们常说， 山外有山， 天外
有天。 的确， 优秀的人才很多， 这一点必须承
认。 但当你已经通过层层选拔站在面试台上
时， 你就不能老是有对手比我优秀， 我肯定不
行之类的想法。 此时， “自信” 哪怕来一点
“自负” 都显得很有必要， 都会对你的面试有
帮助， 反之任何摇头叹息之类的举动都无助自
己的面试。 换句话说， 你连自己都不自信， 还
指望别人来欣赏你， 看中你， 那无疑是一句空
话。 请记住， 一旦走进考场， 你应该做的就是
全身心专注考试， 尽最大可能将自己最优秀的
一面展示给评委。

第三， 清晰。 在面试中我发现有的考生紧
张得说话语无伦次， 思路不清晰， 语言重复明
显。 相反， 有的考生说话则相对流畅， 甚至抑
扬顿挫， 语言表达也较恰当。 两相比较自然影
响最后得分。 因此， 我觉得无论是上课、 说课
还是答辩， 必须牢牢记住， 思路一定要清晰，
尤其是答辩环节， 也许你对拿到的这个题目不
熟悉， 无从下手， 也许你看到题目后， 觉得想
说的话很多， 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你最需要
做的就是迅速在脑海中划定一个回答提纲， 即
思考问题的维度， 类似内因、 外因； 学校、 家
庭、 社会、 个体； 理性、 感性； 理想、 实践等
方面， 至少要确定几个关键词， 切不可东一槌
子西一榔头。 让人听后一头雾水， 不知所云。
其实， 答不全没有关系， 但必须言之有理。 很
多答辩题本身并没有标准答案， 主要就是想考
查你的应变能力与知识积累。 此时清晰的思路
必然会给评委留下深刻的印象。 无论何时， 切
记不能乱了阵脚。

第四， 扬长避短。 我们每个人都是优点与
不足的统一体。 但在特定时候， 就要学会规
避， 朝着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努力。 既然是上课
与答辩， 板书不可缺， 说话少不了。 但是， 不
少考生恰恰忽略了自身的不足与优势， 如有的
人粉笔字实在不好看， 却大写特写， 甚至随意
板书一通， 既没有条理， 更谈不上美感； 而有
的人字写得很不错， 苍劲有力， 遗憾的是板书
很少， 也没有得到充分展示。 有的人普通话欠
缺， 却大说特说； 有的嗓音很有磁性， 却没有
把握好火候。 如此种种， 给人的感觉是长处没
有得到很好发挥， 不足却展露无遗。 其结果可
想而知。 因此， 我觉得在面试时一定要学会规
避， 即把自己的优势在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展
示， 将自身的不足尽可能加以回避， 实在回避
不了， 也要想方设法把不利影响降至最低限
度。

第五， 礼节。 孟子说， 敬人者， 人恒敬
之； 爱人者， 人恒爱之。 当你连招呼都不打一
声， 毫无礼节性地走进考场， 站在讲台上， 直
奔主题， 甚至目空一切， 自顾自地讲， 结束时
也是一脸孤傲， 扬长而去， 完全不把台下的观
众与评委放在眼里。 的确， 也许你并没有做错
什么。 但试想， 如此举动与表现， 你会给人留
下怎样的印象？ 殊不知， 没有谁天生下来就亏
欠你， 生活本身也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因
此， 我觉得， 面试时还是要有一些适当性的礼
节。 俗话说， 礼多人不怪。 当然， 过分的礼节
也不可取， 有时也会适得其反。 细节决定成
败， 这样说也许有点过分， 但不能说没有道
理。

诚然， 通过面试很不容易， 但是考场如战
场， 有时很残酷， 就得拼出一切搏一下。 面试
是一种挑战， 是一种展示， 也是一门学问。 在
那么短短的特定时间里， 你怎样才能将自己最
优秀的一面尽情展示， 赢得评委们的青睐？ 不
是不可能， 关键看你怎么做。 我想只有你真的
重视它， 甚至研究它， 而且掌握了一些必备的
应试技巧， 你才有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作者单位： 南京市江宁区教育局教研室）

招考快递

公信力： 学业考试绕不过的坎儿

■王志武

统一命题标准
要从制度上明确学业水平考试为标

准参照考试。 “意见” 明确指出： “学
业水平考试主要检验学生学习程度”，
学业水平考试是“基于高中课程标准的
水平考试”。 因此， 推进各省学业水平
考试命题的标准统一、 质量统一就显得
尤其紧迫和必要。

首先， 要尽快出台学业水平考试的
质量标准体系， 包括命题标准、 考试标
准， 题库建设、 命题质量评价办法、 考
试成绩的等级划分办法等。

其次， 要建立一套合理的、 具有
价值导向性的考试标准参照系统。 一
方面， 各省要按照国家的考试质量标
准开展考试命题， 另一方面， 各省要
制定对学业水平标准的定性描述， 包
括从学科知识点、 能力的考核范围及
程度、 考试方式、 学生表现水平等级、
学业水平的界定准则等内容。 学生表
现水平、 学业水平标准要适当增加能
力要求的层次， 以便更好地鉴别考生
学业水平的差异。 命题要在保证足够
合格率的前提下， 对各等第考生有一
定的区分度， 适度细分考题难度， 降
低题目区分度的梯度。 学业水平考试
要逐步建立适合学业水平考试性质和
职能的标准参照题库， 用计算机辅助
组卷， 并利用项目反应理论， 力求做

到标准参照， 稳定各年命题质量。
再其次， 要对学业水平考试试

题和试卷的质量进行评价。 在定性
评价方面， 要检查试题、 试卷与考
试设计目标的吻合程度。 要求试题不
存在学科科学性和语言表述方面的问
题， 试题情景材料不存在公平性问
题， 试题考查的认知要求和知识内容
要属于考试内容范畴， 认知要求要与
课程内容标准一致， 试题答案和评分
标准要与认知要求和知识内容一致，
试卷组成要与考试设计的题型结构、
组卷规则、 内容标准抽样规则等相一
致。 在定量评价方面包括:一是进行
试题功能偏差分析， 确保考生在试题
上的表现只能受到试题考查的学科能
力的影响， 确保考试结果对考生个体
和群体都是公平的。 二是进行试题与
总分的相关分析， 确保试题满足测量
学的基本假设。 三是试题识别指数分
析， 即通过对特定等第考生试题得分
率与相应等第划界分数得分率的比较
分析， 确保试题和试卷具有预期的识
别作用、 达到预设的难易程度。

推进公平公正
目前， 我国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评

定与呈现方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
按考生的卷面分数划分等级。 如北
京、 黑龙江、 江苏、 广东和广西等，
学科的卷面分以100分为满分， 北京、
黑龙江、 广东、 广西等地对于A等和

B等的划分， 都以85分及以上和70分及
以上为划分界线， 而江苏则分别以90分
和75分为界线， 其A等和B等比其他地
方均高5分； 对于及格线的划分， 即C等
的最低分， 多数地方都是以60分为及格
线， 而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及格线是50
分， 比其他地方低10分。

第二种方式是按预定的比例划分等
级， 目前安徽、 陕西、 江西、 上海、 山
西和浙江等地采用这种做法。 例如， 陕
西规定科目成绩得分处于前30%的学生
是A等， 其他地方规定科目成绩只有前
20%的学生是A等。 陕西、 江西和山西
B等级的学生约占总学生数的40%， 而
上海B等的只占30%。 不同省份A等和B
等的比例差异高达10%。

作为标准参照性考试， 每一个等
级对学生知道什么、 能做什么以及做
到的程度都应该进行客观描述， 这是
标示学生不同学业水平的客观尺度，
是一种绝对标准。 但目前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确定和分等的两种方式， 在第
一种方式中学生的学业成绩直接受考
试难易程度的影响； 第二种方式采用
常模参照性考试的相对标准划分出的
学生学业成绩直接受学生群体水平的
影响。 这两种学业成绩等级划定方式
从根本上背离了制定学生表现水平客
观标准的初衷， 威胁到学业水平考试
和高校招生录取的公平公正。

因此， 为了使学业水平考试结果对
学生学业质量的评价更加科学， 应该建

立统一的普通学业水平考试中学生表现
水平 （学业成绩） 评价标准， 严格依据
学生表现水平标准的描述和学生典型作
答分析， 采用Angoff、 Bookmark等方
法对学生学业成绩的等级进行客观划定。
只有这样， 学生的学业成绩才不再受试
题难易程度、 学生群体水平高低的影响，
而由自身真实的学业水平来决定。 成绩
报告时各等级也不再有预设的百分率，
每个等级的人数比例都会随着学生的实
际学业成绩而变化。 基于学生表现水平
标准的等级划定不只是操作方式上的变
化， 更是考试设计、 命题理念与成绩认
定方式的整体改进。 这就要求对各省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划分提出原则与要
求， 增强各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
可比性和可转换性， 为高校招生录取提
供真实和准确参考依据。

日前， 上海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
实施方案规定学业水平考试等级的科目
成绩在计入高考总分时， 由原来的五个
等级细化为11个级次， 分别占考生总数
的5%、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5%。 同时相
邻两个级次之间的分差均为3分， 较好地
体现了学业水平考试结果呈现的真实性、
可信性和公平性。

提升专业水平
建议如下：
一是成立学业水平考试专业性指导

机构。 在国家层面， 在教育部门领导和
监督下,任命或者组建学业水平考试指导
委员会,具体负责制定学业水平考试的政
策和质量标准， 审议和监督各地学业水
平考试质量， 开展对各地有关学业水平
考试质量问题的咨询和审查等相关事宜，
确保各地学业水平考试质量、 过程和标
准上的一致性、 规范性和标准性。

二是加强考试监管。 学业水平考试
是分省管理的国家教育考试。 针对目前
各地考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规范现象，
国家要制定严格的考试组织管理制度和
考试诚信管理体系， 强化学业水平考试
的规范组织与管理， 确定施考主体的资
格标准， 不仅要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学业
水平考试的各项规章制度， 而且还要结
合考试工作实际， 建立并完善考试巡视
制度， 加强对各地考试命题、 阅卷、 成
绩评定等各个环节的检查和监管， 力争
杜绝舞弊和违规现象。

三是成立省级学业水平考试工作委
员会。 各省市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 组
织成立学业水平考试工作委员会， 统一
委托省教育考试院具体负责考试题目设
计、 考试实施、 结果分析与成绩报告等
事务。 各省考试委员会主要由测量专家、
评价专家、 课程专家、 资深高中教师等
组成， 为本地的学业水平考试提供质量
把关和专业支撑， 以确保学业水平考试
设计、 命题和施测工作的符合标准、 达
到目标。

（作者系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博士）

“公能”基因在南开代代相承
■马超

2014年南开大学新生跨进校园后，
一系列别具特色的新生入学教育扑面而
来。 从“清正端庄地做人、 勤勉平和地
行事” 的“容止格言”， 到“以天下为
己任， 自觉担当起社会责任” 的“公
能” 教育， 使新生一入学就从校史、 校
训及历史传统中汲取养分， 注重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 为日后成为名副其实的
“南开人” 奠定基础。

“南开基因” 代代相承
在周邓纪念馆， 周恩来总理的求学

经历、 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及建国后为人
民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事迹， 鲜明地
体现在展馆的影像和图片中。 在西花厅
展区， 学生们不仅感受到总理的无私付
出， 更体会到周总理和邓颖超之间的深
情厚意。 这一对革命伴侣在追求崇高理
想的道路上互相支持、 彼此鼓励的历
程， 加深了学生们对这对并肩前进、 患
难与共的伴侣的崇敬。 周恩来于95年
前作为第一届学生进入南开大学， 不久
离开学校成为职业革命者， 但他“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 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的南开学子， 成为代代相承的“南
开基因”。

外国语学院2014级一位新生说：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周邓纪念馆， 给我
很大的震撼， 我们新一代南开人也应当
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我的专业是西班
牙语， 我会好好学习专业知识， 为中国
在国际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贡献
自己的绵薄之力。”

涵养“吾校学生之气质”
“面必净， 发必理， 衣必整， 纽必

结。 头容正， 肩容平， 胸容宽， 背容
直。 气象勿傲、 勿暴、 勿怠。 颜色宜
和、 宜静、 宜庄。” 日前， 在南开大学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的开学典礼
上， 200多名新生高声齐诵“容止格
言” 并行“鞠躬礼” 以谢父母养育之
恩 ， 现场很多学生和家长感动得落
泪。

容止格言作为南开的传统， 建校之
初由近代教育先驱、 南开校父严范孙所
立， 老校长张伯苓特意将其镌刻在男女
宿舍门廊的大镜处， 要求南开学子形成

“吾校学生之气质”。 时至今日， “容止
格言镜箴” 依然挂在宿舍楼、 教学楼以
及实验室等多个建筑的大厅处， 在每一
间宿舍中也悬挂着， 时刻提醒学生修身
养性， 彰显南开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价值
追求。

容止格言虽然不是规范学生行为的
守则， 既没有要求学生好好学习， 也没

有要求学生尊敬师长， 甚至连遵守校规
校纪都没提， 但它却能引导学生养成向
上的精神风貌和平和宽厚的处世态度，
这将是学生受益一生的财富。

校史校训激发爱校情怀
在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中， 南开大学

原副校长王文俊教授应邀为2014级全
体新生解读校史。 他从南开历史沿革、
办学历程与成就、 杰出校友等方面向全
体新生进行了详细介绍， 带领新生一起
感悟南开校史， 体会南开精神内涵。 在
讲座中， 王文俊先生为新生讲解了“允
公允能， 日新月异” 校训的由来与内
涵。 “允公允能”， 指的是既有爱国爱
群之公德， 又有服务社会之能力； “日
新月异” 取意于 《易经》 “天行健， 君
子以自强不息”。 南开校训言简意赅，
历久弥新， 具有独特性、 唯一性和极强
的生命力， 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与党和
国家的教育方针、 培养目标相一致， 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

在校史教育方面， 学校还开通了新
生服务网， 开辟校史专栏， 新生在入学
前就能通过线上浏览、 微信互动对南开
校史有初步的了解。 在迎新现场， 学校
开展校史知识竞答活动， 入学后还会通
过校史讲座、 校园校史参观等活动， 让
新生近距离了解南开的过去、 现在和未

来。 举办校史讲座专场， 请校史专家系
统解读南开的发展历史和“公能” 文化。
通过“游校园知校史” 参观校园活动，
让新生领略南开的历史文化积淀， 这种
体验式教育增强了校史教育的互动性和
趣味性， 增强了教育的实效性。 入学初，
对新生进行集中教学、 即时教育， 提高
校史知识传递的完整性。 集中式教育结
束后， 还将开启长效教育模式， 给每位
新生配备包含校史知识的“口袋书”， 让
学生随时随地翻看温习， 巩固记忆， 加
深理解。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在开学典礼上说：
“我之所忧者一， 是同学们能否发展成为
人格健全、 品德无瑕的人； 我之所忧者
二， 是同学们能否摆脱‘应试’ 束缚，
真正实现为了人生价值而发展自身的素
质， 包括品行、 心智、 体魄、 知识、 能
力、 作风等； 我之所忧者三， 是同学们
能否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每一个人
都是社会的一员， 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
归根结底要看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今
年是南开系列学校肇始110周年， 也是
南开大学开办95周年， 南开的使命是培
养‘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的人才。 允
公允能， 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自觉担当
起社会责任， 杰出校友周恩来是每个人
学习的榜样。”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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