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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2013年，教育部启动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
革，确定浙江为全省参与的实验区。2014—2015年，
我们开展“区域教育质量管理的经验与问题”调研，提
出教育质量综合分析的观点，呼吁区域层面重视“结构
性质量”，学校层面重视“过程性质量”。2017年，我
们以学校教学质量管理作为重点开展调研。本次调研切
口较小，但因为切中初中学校十分普遍的校内作业与考
试制度的疑难点，抓住了目前教学环节中最纠缠不清的
症结所在，参考意义较大。

从校内考试制度看优质学校的密码
——浙江省初中学校作业与考试情况网络调查分析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调研组

调
查

典型案例

杭州市东城实验学校“评题、改题、
创题”校本研修：

评题反思，提高甄别试题能力。一评题目
所考核的三维目标，即题目涉及哪些知识技
能，蕴含哪些思想方法；二评学生答题中容易
出现的错误及原因；三评题目的命题特点和难
度系数，以及可拓展改进之处。

改编试题，学习命题技巧。既可以改编经
评析认为有缺陷的试题，也可以改编想要进一
步挖掘提升的试题，还可以根据自己班级的学
情改编一些试题，使之在内容和难度上更加适
合学生。在改编过程中，教师反思自己的教学
和命题观，研究命题的思想、规则和技术，增
加对命题的认识。

原创试题，尝试自主命题。依据本班学生
的学习情况，在平时作业、单元检测和课堂教
学中自主编题，增添原创题，增设对知识的变
式情境训练。

衢州市柯城区书院中学期中试卷管理
制度：

1.定人 学校规定每位教师轮流参与命
题，每个年级每门学科安排一人命本年级试
卷。为保证试卷质量，同一学科命题中至少安
排一名业务能力强的教师。

2.定标 召开命题教师会。教师除了写清
楚知识点、能力要求等之外，还需写出每题的
出处以及对本题的预估值，目的就是让命题教
师结合学生实际仔细审题，既确保试卷质量，
又体现教师能力。

3.打磨 学校会用一天时间来进行封闭式
试卷打磨。磨卷时，要求命题教师按学科试卷
特点逐题讲解题目的出处、设计本题的目的、
本题预估的难度系数。随后3名教师根据学生
的特点、课标要求及《考试说明》，从三个层
面进行讨论：宏观层面对试卷的结构、题量、
题型、难易度、知识覆盖进行研讨；中观层面
对每道题的信度、效度、科学性、公平性、能
力目标等方面进行研讨；微观层面对题目表
述、评分标准、图文匹配等作出说明。

减少校内考试，月考与单元检测
由教师自主命题，开展关于命题的校
本研修，鼓励教师应用统计数据改进
教学是当前改进学校教学质量管理的
主要对策。具体建议有：

1. 反思片面“横向比较”的弊
端，建立促进学习与发展的评价机制

近 20 年，随着学校规模的扩
大，学校管理方式日益简单化，“横
向比较”比比皆是。这种给教师加压
的粗放式管理，容易使教师传递压
力，简单对学生进行横向比较。题海
战术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应该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努
力减少相对评价的负面效应，建立教
师教学反馈与诊断的改进机制，通过
评价的改进，促进学生的学习与发展。

2. 反思片面“教考分离”的弊
端，校内考试应增加自主命题的比例

很多同志对考试有一个误解，以
为考试是对学生前一阶段学习的总结
和甄别，却忽视了考试对学生后续学
习的激励作用；以为考试是对教师教
学情况的衡量标尺，却忽视了考试应
是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引导。所以，多
数学校在强调“教考分离”的权威，以
为给师生的压力是提高教学质量的

“法宝”。
当前我们必须反思片面强调“教

考分离”的弊端，探讨建立“教考分离”
与“教考一体”相结合的教学质量过程
管理模式，增加自主命题的比例。

要减少校内考试次数，减少以横
向比较为目的的考试，建议采用教师
自主命题的单元检测加学校命题的期
中与期末考试模式。重点探索能充分
发挥教师工作能动性的“教学评一
致”的日常教学诊断改进模式与工作
机制，科学合理地设计教学检测的频
度、难度等。要调整考试结果分析策
略，重点发挥单元检测的形成性评价

功能，重在诊断分析，并与作业相结
合。重视作业的批改分析其实是最有
效的形成性评价。

3. 推广基于自主命题的校本研
修，多途径提高教师的评价素养

提高教师根据学科特点与教学需
要设计评价工具的能力，特别是日常
测验的命题能力，引导教师科学运用
评价促进学生学习，是中学教学过程
管理与校本研修的重中之重。我们可
以采取“两个结合”的策略，即比较
研究与合作研讨相结合、技术培训与
命题实践相结合，让教师在学习、实
战和研究中不断提高命题能力。当
然，还应该关注最新命题动向，特别
是基于核心素养的命题研究，关注表
现性评价在纸笔考试中的应用，关注
评价理论的发展方向。

要重点推进“基于自主命题的校
本研修”。在组织教师学习命题规
范、命题方法、钻研学习目标与学习
进展的表现的同时，增加教师自主命
题的锻炼。要将单元检测的命题权交
还给任课教师，在探索自主命题的同
时，策划关于命题研究的校本研修，
在研究命题的过程中提高教师的教学
把握能力。

4.推广基于实证改进教学的校本
研修，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与改进功
能

应用评价数据的统计分析指导和
改进教学已深入人心，指导教师掌握
试后分析技术是今后的一个重点。据
调查数据，有59%的教师所在学校已
配备网络阅卷系统，借助技术手段推
进基于数据分析的教学改进活动的条
件已基本成熟。

学校要建立多维度分析教学情况
的工作系统。一要看教师的教学情
况。侧重于研究教师在各知识点教学
中的表现，并从表现中发现教师思想

意识根源和教学操作问题。二要看班
级的教学情况。侧重于以授课班级为
单位研究不同班级的教师组成对各教
学点的影响因素，以及班级的文化建
设和任课教师的个体素质和特征对所
教学生的影响因素，从分析中发现教
学规律。

要帮助教师建立起基于学情诊断
的教学反思习惯。学生学情诊断与研
究的重点主要在学生个体对各知识点
的掌握程度，具有不同学习特征的学
生的成绩差异，影响学生知识习得的
因素，以及学生的优势、弱项的剖析
与对策等。

要重点推广“基于评价实证改进
教学的校本研修”。实证可从改进课
程设置、改进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
法、改进实验手段、改进学习方法、
改进学生作业等方面分类，应探索实
证的不同类型，帮助教师进行如何操
作与如何改进的研讨。

5. 区域层面应克制“控制性管
理”，指导学校完善教学质量管理

过去一个阶段，区域性统考被视
作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学校教学工
作的基本制度。但当前，我们必须把
区域性统考纳入到支持学校教学质量
管理改革的机制中去，规范统考的频
度、考试内容、范围、难度等。区域
性统考应是教师需要的阶段性检测和
分析依据，而非强加给教师的“压力
源”。下阶段要重点挖掘不过分依赖
统考抓教学质量的区域典型，探索区
域层面指导学校完善教学质量管理的
实践经验。

（本调研系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承担的厅年度调研课题。调研设计：
张丰、沈启正；报告执笔：沈启正、
周鸿；数据处理分析：张侃巍。除周
鸿系丽水市莲都区教研室教研员外，
其余均为省教研室教研员。）

本次调研主要采用面向初中
教师的网络问卷调查，结合典型
学校的经验分析。调查共收到来
自浙江全省11个地市的30556
份有效问卷，其中任教语文、数
学、英语、科学、社会的教师有
27802名，分布较为均匀。以下
分析以此群体为样本。

根据学校在当地的教学质量
水平，将学校分为“数一数二”

“较为前列”“中等”“较为落后”
等四类。根据受访者自己陈述的
情况，来自四类学校的受访者比
例 分 别 为 18.18% 、 29.88% 、
31.78%、20.16%，其分布与全
省实际情况较为接近。

2 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初中学校教学质量管理与教学活
动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区域倚重统测统
考，学校热衷“教考分离”，教师依赖“题海战
术”。

多数县（市、区）期末组织初中文化课统考，
以此作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抓“质量”的基本手
段。多数初中学校除了参加区域统考之外，还
有“月考”甚至“周考”。这些考试基本采取校际
联考、跨年级交叉命题的“教考分离”模式，也有
一些学校“拿来主义”地购买商家提供的综合练
习。这些过程性考试的结果运用也如选拔性考
试一样片面重视总分与排名，强化横向比较、无
视学生差异、“以考逼学”的教学质量管理制度
弊端重重，其症结之一是将终结性评价的思路
与方法滥用于过程性评价中。

对于各种“教考分离”的考试，教师基本
处于被动应对状态，很自然地将自己“矮
化”，与学生一起接受学校“检验”。“题海战
术”便是师生应试的“共振点”，通过海量习
题的覆盖与重复，把高阶思维能力变成相对低
阶的记忆来提高分数。实践发现，这种方式对
短期内提高考分确有一定的帮助，但它的高成
本与负面效应对学生能力培养和长远发展是有
害的。人们对“只有曾经做过才会做”习以为
常时，学习的真正功能被漠视。当教师失去评
价权，完全成为与学生一起的考试应对者时，
他们对于教学目标的把握能力逐渐退化，教学
活动的效率自然下降。

遏制这种盲目、粗暴依靠统考的教学质量
管理机制，还原学校考试的形成性评价功
能，寻求构建目标与过程清晰、体现“学生
立场”、激活教师智慧、旨在“促进学习”的
科学规范的学校教学质量管理机制，是深化
教育评价改革、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攻
坚点之一。

鉴于此，本调查设计时将视角投向初中学
校的作业、单元检测、各类考试等日常评测，
聚焦命题研究与管理、试后分析与反馈、教学
的剖析与改进等方面。我们围绕学校的学业质
量检测机制、考试命题管理机制、教学诊断改
进机制，以及基于自主命题的校本研修和基于
实证改进教学的校本研修，精心策划和设计了
网络问卷，细致剖析统计数据，挖掘各因素间
的相关性，力求从校内考试制度的差异揭示优
秀学校的密码。

还原学校考试的
形成性评价功能

沈启正

调查者说

1.作业布置与批改
作业类型：在作业布置中，

“仅布置教材练习与配套作业
本”的比例为 41.6%，排在首
位。“除教材练习和配套作业本
外，还会统一布置其他作业”
（刚性增加作业） 的为 27.6%。
有27%的教师“除教材练习和
配套作业本外，还会布置弹性作
业供学生选择完成”（增加弹性
作业）。

从学校层次看，“数一数
二”的学校“只布置教材练习”
和“增加弹性作业”的比例均显
著高于其他三类学校，而“较为
落后”的学校在“刚性增加作
业”方面位列四类学校之首。

作业来源：除教材练习和配
套作业本外，25.5%的作业来源
于“直接采用购买的”（购买），
44.2%来源于“从购买的资料中
选择”（选编），25.7%来源于

“根据实际作些改编”（改编），
仅有4.6%来源于“原创或作较
大的改编”（自编）。

从不同层次的学校看，“数
一数二”的学校“自编”和

“改编”的比例分别为11.6%和
33.2%，均为所有类别学校中最
高，其他学校的这些比例逐渐
降低。

作业批改率：浙江省教育厅
文件明确强调作业应做到“凡布
置必批改”。根据教师自我报告，
达到这一要求的比例为55.5%。
有40.7%的教师能做到“大部分
作业批改（2/3以上）”。

从学校层次看，“数一数
二”学校“凡布置必批改”做得
最好，比例高达63.3%，其他层
次学校这一比例逐渐降低。“较
为落后”的学校“部分批改”的
比例最高。“较为前列”的学校

“凡布置必批改”的比例为
56%，与“数一数二”的学校之
间的差距突出反映在批改率上。

2.月考与单元检测
考试频度：在目前学校中，

除期中和期末考试外，常见的教
学检测还有周周清、月月考、单
元检测等。调查发现，17.6%教
师 所 在 学 校 有 “ 周 周 清 ”。
66.0%教师所在学校有“月月
考”。69.3%教师所在学校有

“单元检测”，其中“仅单元检
测”为29.2%，另外40.1%采用

“单元检测”与“月月考”“周周
清”并存的方式。

调查同时了解了教师们期望
的合理考试频度。对于校内考
试，教师们希望增加单元检测，
减少“周周清＋月月考”。从学
校层次来看，前三类学校教师均
期望增加“仅单元检测”，而

“较为落后”学校的教师恰恰相
反，期望减少“仅单元检测”。

命题难度波动：校内考试平
均分波动在“5分左右”的占
65.9% ，“10 分 左 右 ” 的 占
29.2%。不同层次的学校中，校
内考试难度系数波动在“5分左
右”比例最高的是“数一数二”
的学校，达73.6%，其他层次学
校这一比例逐渐降低。“10分左
右”比例最低的是“数一数二”

的学校，为22.6%，其他层次学
校这一比例逐渐提高。

自主命题机会：在一学期
中，包括期中、期末考试，单
元检测和月考，从来没有命过
题的教师约占21%，命题2次及
以上的约为45.4%。数学教师总
体上命题机会较多，也仅为
49.8%。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从
数学月考试卷的来源中得到印
证。数学平时月考试卷有41%
来源于非任课教师命题，其中外
部交流提供26%、跨年级交叉
命题10%、市场选购2%。在有
月考的学校中，非任课教师命题
比例为51.9%。

不同层次学校的月考试卷来
源差别较大。“数一数二”学校
任课教师命题和跨年级交叉命题
比例最高，外校交流试卷比例最
低。而“较为落后”学校外校交
流试卷和任课教师命题比例最
高，跨年级交叉命题比例最低。

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多数
教师，包括老教师对学生的练
习、检测主要采用两种解决途
径：一是购买市场上现成的教辅
材料；二是使用网络（如“初中
数学网”）上提供的资料，下载
后改编使用。

命题培训：调查显示，近两
年有半数教师未曾参加过命题培
训，其中16.4%的教师仅参加过
学校培训，15.4%的教师仅参加
过区县及以上的培训，18.1%的
教师参加过学校、区县及以上的
培训。

3.考试评价结果的运用
试后分析的次数：按照前面

的调查数据，包括期中、期末考
试，一学期校内考试一般有4至
6次。调查了解教师在校内考试
后对学生答题情况进行细致统计
分析的次数，47.3%的教师上一
学期有3次或以上，29.6%有2
次，18%有1次。

选择科学的统计量：调查发
现，在问卷所列的11个试后分
析常用统计量中，有12%的教
师仅用到3项。55.2%的教师用
到4至6项。26.2%的教师用到7
至9项，涉及各知识点得分差异
性的统计量。仅6.6%用到10项
及以上。

在不同层次学校中，选择
“10项及以上”比例最高的是
“ 数 一 数 二 ” 的 学 校 ， 达
12.6%，这一比例是“比较前列
学校”（6.5%）的两倍多。在教
学质量“中等”或“较为落后”
的学校，70%以上只选择应用最
基本的统计量（6项以下）。

试卷分析的教研活动：约
70.7%的教师反映，教研组组织
了针对试后分析结果改进教学
的教研活动，但研讨“比较深
入”和“不深入”的各占约一
半。20.9%的教师在没有教研组
组织的情况下自发开展研讨。

“数一数二”学校的“教研
组有组织且比较深入”的比例最
高，达48.6%。其次是“较为前
列”学校，比例为39.5%。“较
为落后”的学校只有21.2%。

1 调研策划

4 思考与建议

1.关于学校考试制度
校内考试过于频繁。除期中期末

考试以外，约三成学校仅设置“单元检
测”，其他学校基本都有“月月考”，或“月
月考”与“单元检测”“周周清”并存。教
师们希望减少考试次数，反对“周周清”，
希望“月月考”向“单元检测”转型。

校内考试试卷质量不高，“拿来主
义”现象严重。三分之一学校校内考
试的难度系数波动达到 0.1 甚至更
大。半数以上学校的单元检测试卷与
月考试卷非任课教师命制，其中市场
购买在四成左右。市场购买与网络下
载的盛行，导致教师命题能力的退化。

试后分析得到关注，但总体质量
不高。教师们的试后数据分析意识得
到空前加强，分析的项目比以往要多
得多，但更细致的差异性分析仍有很
多潜力可挖。

超过一半的教师能够重视试后分
析与诊断，一般能做到两次考试后有
一次细致的试后分析。另外近半数教
师没有充分利用考试的诊断功能，试
后分析开展较少。

约七成教师反映教研组在试后组

织了改进教学的分析研讨，但研讨质
量好差各半。约有两成教师在教研组
未组织的情况下自发开展研讨。这说
明试后研讨已得到关注，但尚需提高
质量。

教师在考试评价方面亟待专业支
持。在学校片面强调“教考分离”的
背景下，教师命题能力相对欠缺。半
数教师两年内未接触过关于命题的研
讨与培训，约2/3的学校未重视在校
内组织命题培训与研讨。区域与学校
层面都应加强对教师命题技术的培训
与指导。

2.优质学校在作业及校内考试制
度方面的特征

作业管理的主要特点：注重作业
与学习者的适切性。他们除配套作业
本外，增加的一般是适合不同层次学
生的弹性作业，较少采用刚性增加作
业的做法。

重视校本作业，鼓励教师进行作
业改编。教学质量越高的学校，教师
作业改编的比例就越大，而且对作业
作较大改编的比例常是最好学校与中
上学校的区别所在。

作业批改率高。教学质量越高的
学校，越重视作业的批改，教学质量越
落后的学校，作业批改越欠缺。最好
学校与中上学校在作业批改环节的落
实上有显著差别。

考试制度的主要特点：校内考试
强调自主命题，命题的科学性与稳定
性较好。月考主要依靠本年级教师命
题，跨年级交叉命题与校际交流试卷
为辅。他们在意的是自主命题的过程
中，教师教学把握能力的提高，以及对
教学的配合与支持。这与一些普通学
校“引进好试卷就能赢得好成绩”的简
单逻辑完全不同。

校内考试设置与频度相对理性。
他们更重视单元检测，除期中和期末
考试外，仅设置单元检测的比例高于
其他层次的学校。越是教学质量好的
学校，教师越希望减少考试次数，教学
质量落后的学校则反过来寄希望于增
加考试次数。

重视试后分析与教学研讨。他们
在试后分析中选择的统计量更多，分
析方法更多样，试后分析的教研活动
更深入。

3 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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