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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一张卷”，
怎么看？

治理校园暴力
应撕下
“校园”
标签
廖德凯

全国统考有利于高考公平
刘海峰
从高考命题方式看，一部中国
高考史就是一部“统分演变史”，
即高考改革在统一命题与分省命题
之间来回徘徊，分分合合，不断寻
求现实的最佳平衡点。自 2004 年推
行分省命题政策以来，统一命题与
分省命题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各界褒贬不一。赞同者认为，分省
命题是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
段各地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不
平衡，以及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
产物，具有降低全国大范围的高考
安全风险、推动素质教育、促进高
考制度改革等功能。然而，客观分
析，结合我们各地调研的实际情况
来看，分省命题也存在一些有待解
决的问题。
高考作为高竞争、高利害、
高风险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无
论是分省命题，还是全国统一命
题，安全问题总是第一位的。分
省命题人员一般选派大学教师和
重点中学教师，而各省主要的大
学多数集中在省会，这在一定程
度上对非省会、非重点的中学不
利。由于命题教师结构所决定，
与全国统一命题相比，分省命题
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更容易出现
泄题或隐性泄题的情况。随着命
题队伍的扩大，年复一年，能够
和这些命题教师接触的人数也相
对扩大许多倍，泄题的可能性也
随之增大。而全国统一命题，有
的省参与命题的教师只有少数一
两个，有的省甚至一个都没有，
命题教师的身份更能保密。
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分省
命题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
各省的教育实际状况，但要达到统
一高考命题所具有的命题水平却不
容易。高考命题质量的高低直接关
系到选拔人才的科学性，更关系到
一省考生的切身利益和前途命运。

有的省掌握命题技术及管理经验丰
富的教师不足，命题队伍结构不甚
合理，其高考试题的信度和效度不
够；有的省高考试卷难度波动过
大，头一年试题过易、区分度不
够，受到舆论的批评之后，次年难
度提高，结果过犹不及，区分度还
是不够，不利于高水平学生考出好
成绩，以及不同层次高校的区分录
取。
另外，分省命题的经济成本也
比全国统一命题高许多。分省命题
省 （市、区） 每年用于高考的开支
都在 400 万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
700 多万元。而全国统一命题的年
开支一般在 1500 万元左右。如此推
算，分省命题的经济成本远远高于
全国统一命题的经济成本，形成重
复浪费。
不论是分省命题，还是统一命
题，必须从全局考虑，从维护国家
利益最大化出发。首先，要有利于
高校人才的选拔；其次，要有利于
引导中学素质教育的发展；再其
次，要有利于提高各省市及全国统
考卷之间成绩的可比性；最后，要
有利于考试的公平、安全、高效，
并降低考试成本。
高考作为我国当代一项独具特
色的教育考试制度，因其科学、公
平、高效、权威等特点，至今拥有
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公信力。而统一
命题可以保证获得高质量的考试题
目，并且可实施规范统一的考务管
理，从而有助于保证高考的高效性
和权威性。
当然，高考命题回归统一之
后，需要特别加强高考期间以及命
题、试卷保管等环节的互联网适时
监控，以防范出现大面积的考试安
全风险。
（作者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
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代表委员手记

高考，
一直是两
会代表委员关心的
热门话题。近日，
全
国人大代表谢子龙
建议，
尽快恢复全国
统一命题，
邀请各省
命题专家参与，
制定
多套试卷以供选
择。将高考当作
“一
盘棋”考虑，
逐步恢
复全国统一命题，
有
哪些利弊？在操作
层面还需注意什
么？本期刊发两篇
文章，
以飨读者。

石向阳
绘

录取不改革，
统考只是一小步
熊丙奇
总 体 而 言 ，恢 复 全 国 统 一 命
题，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很多人认
为，这有助于促进高考公平。然
而，在笔者看来，只恢复使用全国
卷，而不调整各省的高考录取指
标，并进一步推进录取制度改革，
恢复全国统考的公平价值有限。
一些人把恢复全国统考与全
国统一录取相提并论，以为全国
所有考生不分省区统一划线录
取，由此实现绝对的“分数公
平”。其实，恢复全国统考和全国
统一录取是两码事，目前高考还
是实行分省按计划录取制度。也
就是说，恢复使用全国卷的省
份，只是把原来的地方卷改为全
国卷，考生还是在本省范围内根
据自己在全省的排名填报志愿、
投档录取，这对本省的高考录取
机会没有改变。在目前的录取制
度下，恢复全国卷，主要解决的
是地方出题质量参差不齐的问
题，能够减少各地出题的成本。
还有一些人把恢复全国卷与
开放异地高考结合起来，以为这
样一来就可解决流动学生的异地

高考问题。不存在各省考题的差
异，随迁子女就可以留在迁入地
城市考试，或回原籍高考。这也
有一些想当然。各省都使用全国
卷，随迁子女也只有符合异地高
考条件才能异地高考，否则在迁
入地“借考”再回本地录取，或
者学完后在高考时回户籍所在地
高考，都是不现实的。为打击高
考移民，很多省区都实行“户籍+
学籍”双证制度，在另一省份读
书，学籍却在这一省份，高考时
根本无法回到户籍所在地报名。
这属于人籍分离，是异地高考要
治理的对象。
概而言之，以上对恢复全国统
考促进高考公平的希望，一定程度
上受到目前高考录取制度的制
约。要扩大高考公平，单单恢复全
国统考是不够的。在目前高考录
取制度下，只有调整各地的高考录
取指标，才能缩小各地的高考录取
机会差距，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录取
机会差距，比如国家推进的扶贫定
向招生计划，就是向贫困地区增拨
重点大学的招生计划。

在恢复全国统考的同时，如
果能以国家确定的“招生考试相
对分离”原则推进录取制度改
革，那么舆论所期待的通过恢复
统考促进公平就有可能实现。具
体而言，目前部分试点自主招生
的高校，可用统一高考成绩作为
评价学生的基本依据，达到高校
提出的成绩要求者，都可自主申
请，高校再结合高考统考成绩、中
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考生
所在地区教育因素等，综合评价、
录取学生。如果这些高校的招生
录取得到社会认可，就可进一步增
加招生名额，并不断扩大试点高校
范围，直到考生能够在全国范围内
的任何地方自主报名高考，以统
一成绩申请大学，这样就能把高
考公平提升到新的境界。
因此，笔者认为，高考统一
采用全国卷与高校自主招生结
合，是值得期待的高考模式，有
利于深化高考改革，追求更高层
次的高考公平。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

教育是生发人格的土壤
蔡达峰

蔡达峰，全国政协常
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复
旦大学教授

近几天，在政协大会驻地，两
次听到几位委员说起学生轻生的
事，从个案谈到了健康、心理、生
命、家庭、教育等问题。会间交流
就是这样，不以解决某个问题为目
的，有感而发，话题不断演变。当
然，如果想要众人商议出一个结
论，还得开专题会议，还得选大家
想要解决的问题，还得选善于解决
这个问题的人。
交流沟通总是有意义的。留心
追溯一下委员们讨论中涉及的关键
词，还是会看到一定的关联性，还
是可以发现各种关注点、见解，而
且是各自的第一反映和看法，很真
实、很直接。比如，学生轻生的原
因，既有直接、特定的因素，也有
间接、综合的因素，包括健康、心
理、生命、家庭、教育等。

大家的议论，引发了我的思
考。有人说，生命意识要从小培
养，家长的影响力至关重要。我觉
得有道理，但并不认为这是决定性
的，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也可能
有着相似的生命态度。有人可能会
说，死都不怕的人，还会怕什么？
我也觉得有道理，但转念一想，那
何必怕活下去呢？承受痛苦、解除
痛苦，不是更勇敢吗？诸如此类的
问题，在心理学和哲学上，都有理
性的论述，不是常识所讲的那样简
单。我没有能力去深究，既感到自
己在生活认知上有不足，作为家长
和教师的能力上有不足，也感到社
会环境上存在的一些不足。
但我还是愿意借这个机会，聊
一下生命意识的话题。作为一名教
师，我想说的是：个人对生命价值

或生活质量的把握，取决于人格的
健全程度。培养健全的人格，实在
是教育界最应该重视的责任。人的
生命活动就是生活，人的生活轨迹
就是人生，它们本质上是一回事 。
人把握自己的生活，就得处理自身
生理、内心和言行的关系，处理自
己与财富、他人的关系。既然要处
理，就会有价值标准。价值追求不
同，衡量标准不同，处理的结果就
不同。这个标准就是人对自己生命
价值的要求，就是人格。人的一
生，面对无尽的问题，不培养健全
的人格，怎么会有妥善处理生活问
题的能力，怎能有真正的满足感？
人格不是先天的，不会自然进
化。其发育程度，取决于教育。如
果从小受到启蒙，持续得到培养 ，
逐步形成健康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教

育能力，内外促进，它才会不断健
全。这种培育，不是凭经验和说
教，而是靠有先进文化支撑的教
育，靠富有良知和理性的教育家和
学校，靠按照先进的素质教育理念
构建起来的国民教育体系，包括小
学的养成教育、中学的成人教育和大
学的通识教育等。教育强则少年强，
少年强则国家强。教育与人格，如同
体育与体格，前者以后者为本。不致
力于人格的健全，不追求生活真谛和
生命价值，与世俗同好，何谈教育之
强？与增强学生的生命健康、生活信
心和能力的需要相比，与排解学生的
思想困惑和心理苦恼的迫切性相比，
那些打着教育名义，实则追求成绩的
行为，比如应试教育中的考分，学
生书包的重量乃至学校的排名等 ，
都只是功利和表面的。

连日来，校园暴力问题受到全国两会代
表委员的深度关注，全国人大代表、东南大
学党委书记易红，全国政协委员巩汉林等都
将目光投向校园暴力。结合近期出现的一些
校园暴力事件及视频，校园暴力的治理问题
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
勿须讳言，当前确实存在不少校园暴力
事件。这些发生在校园内外，特别是来自学
生相互之间的欺凌，给受害者带来的身心伤
害，其严重程度怎么评估也不为过。而校园
暴力也成为教育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
治理校园暴力事件，必须准确认识校园暴力
产生的各种因素，分析其中所包含的社会信
息。而在当前，针对校园暴力的各种建议，
却有对学校教育的标签化倾向。应当把校园
暴力放在整个社会的视角下进行观察，而不
是局限于“校园”一隅，才有利于校园暴力
问题更有效的解决。
在笔者看来，校园暴力的实质并不只是
学校教育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社
会的一些负面情绪，
是一部分社会现象在校园
内外和青少年身上的一种“镜像”。从本质来
说，
它是一个社会问题。由于校园暴力发生在
具有学生身份的青少年中，
我们往往忽略了其
中的社会镜像，
而将其简单归结为学校教育的
缺失，这不利于究其根源，从而找到系统的解
决措施。校园暴力事件中的主角，
对他人施暴
之后，
主动将视频放到网络上进行炫耀。这种
欺凌他人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的心态，大多是
社会上某些负面情绪的传染所致。
网上的青少年施暴视频，施暴主角手段
之暴虐、心态之阴狠，反观受害者的无声相
受，甚至不敢进行躲闪和阻挡，令人痛心。
从这些视频中可以肯定，施暴者心理上一定
有问题，施暴行为和手段都对社会阴暗面有
极强的模仿性。恃强凌弱而不知耻，懦夫心
态“专捡软的捏”，围观者笑语连声，甚至
起哄……这些是不是社会其他暴力现象所具
备的特征？而这些视频在网上以施暴者所希
望看到的结果进行广泛传播，最终没有任何
施暴者得到惩处的下文，又进一步对青少年
形成了不良的示范效应。
青少年暴力现象，严格来说称为“校园
暴力”并不准确，甚至多数的严重欺凌行为
发生在校园之外。“校园暴力”之说突出了
学校的教育管理责任，但淡化了更为重要的
社会责任，掩盖了“校园暴力”只是社会负
面情绪一种镜像的本质。可以说，在这些
“校园暴力”的主角中，有不少甚至是老师
眼里的好学生、家长心中的乖宝贝，但他们
在老师、家长的视线之外，所做出的恶行令
人发指。这自然不能简单认为是学校教育的
问题，不能指望仅仅依靠校园围墙内的捶胸
顿足就能得到解决。
对于青少年的严重欺凌现象，学校教育
当然责无旁贷，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的整体
视角来进行思考和治理。青少年暴力行为的
主体固然是学生，但学校对其行为的惩处是
相当缺乏手段和威慑力的，没有惩戒功能的
学校教育、被污名化的学校教育及教育工作
者，往往承担着超出能力范围之外的责任。
再加上没有针对青少年暴力行为甚至是违法
犯罪行为的法律惩戒，这些“有样学样”的
青少年自然游离于治理体系之外。
孩子眼中的世界其实正是成人的世界。
他们眼中的成人是暴戾的，他们自然也学不
会温顺；他们眼中的成人没有是非，
他们也就
没有是非观念。现实中，
一些成年人一言不合
就挥拳相向，对不让座的弱女子大打出手，不
都是他们极好的
“教材”
吗？所以，
治理校园暴
力的原则，一是要以惩治所有暴力行为为基
础，在社会上形成稳定而正确的是非观、
荣辱
观。二是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进行制约，
法律虽
然不可能完全解决青少年暴力的问题，
但没有
法律的约束却只会纵容青少年暴力。在这样
的基础之上，通过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与社会
治理的结合，
才可能遏制校园欺凌现象的传染
性，
让校园欺凌得到有效治理和控制。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北京宏达一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高薪诚聘一线教师、编辑、讲师
北京宏达一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集教育产品策划、研
发、销售于一体的大型教育科技公司。现面向全国高薪诚
聘：

1. 兼职学科试题作者 （全学科）
待遇：月保底 10000 元，上不封顶。
工作内容：按要求编审小学、初中、高中各年级试题。
要求：各省重点中学一线骨干教师：教学经验丰富，高
级职称；各省市级兼职、全职教研员。学科专业知识过硬，
熟悉各年级考试试题，了解课改要求。命题经验丰富，有中
高考原创命题经验者优先。

2. 兼职讲师
待遇：讲课费+提成+补贴，薪资周结，周薪
4000 元-20000 元，上不封顶。
工作内容：周末到各地出差，按要求讲授课程内
容。
要求：年龄 40-55 岁，形象气质佳。本科以上学
历，语言能力强。有教育或者 200 人以上大型讲座经
验者优先，大、中学老师优先，特、高级教师优先，
有教育类产品推广经验或者家庭教育讲座经验者优
先。

3. 全职教学研发人员 （全学科）
待遇：基本工资+效益工资+奖金，月保底 10000
元，月均 30000 元以上，上不封顶。
工作内容：负责小学至高中各学科教材、教辅图
书、视频以及配套资源的开发和编审。
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热爱编审工作，专业知
识过硬，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对应聘各学科的初中、
高中知识有系统的了解。各省重点中学一线骨干教
师；各省市级兼职、全职教研员；有中高考命题经验
者优先。

4. 全职学科策划编辑 （全学科）
待遇：基本工资+效益工资+奖金，月薪 8000 元以
上，上不封顶。
工作内容：负责公司产品的策划研发制作。
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知识过硬，了解本学科
的教材版本、《考试大纲》 及考试要求，对应聘学科的小
学、初中、高中知识有系统的研究。全国重点师范类院校
毕业或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全职福利：五险一金、
提供宿舍、
交通补助、
午餐补助、
通讯补助，
节日礼品、
年度体检。

公司为优秀人才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福利及发展空间，
真诚期待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孙老师 （编辑
联系方式：
编辑、
、作者类） 010
010-88878599 转 8038 13301355909
钟老师 （讲师类） 010
010-88893764 18511513012
邮箱：
邮箱
：772968401
772968401@qq.com
@qq.com
35786323@qq.com
35786323
@qq.com
公司地址：
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金源商务中心 C 座 5G、A 座 16
16E
E
网址：
网址
：www.fc
www.fc62
62.com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