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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动学生知识向能力转化？
课堂是改革主阵地，自主探索、付诸实践是重要途径

推动大中衔接、贯通培养有哪些实施路径？
从教到学到招考，实现大学与中学全方位、深层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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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考高改革启动后，聚焦培养自主选择能
力，以“3+3”为核心的新高考模式，要求学校
课程设置和教学运作模式要适应学生个人兴趣、
特长和拟报考学校及专业要求，走班制成为必然
选择。然而，新变化、新情况也对普通高中师
资、管理等方面提出挑战。

2017年山东加入新高考改革试点省份，但早
在2004年山东新课改时，已在非高考科目进行了
选课走班的探索。

“与过去相比，范围扩大了，难度也增加
了。”山东省实验中学教务处副主任于永水介绍，
目前山东是“3+3”共 20 种组合，为了充分摸清
学生的偏好，从 2017年底至今共进行了 3 次模拟
选择，结果很有参考性：东校区 739 个学生，20
种选择都有，最多的组合是“物理+化学+地
理”，有 130 人；而最少的是“政治+历史+地
理”，只有11人。

“过去硬性捆绑的文科反而选的人最少，而从
选择最多的组合来看，现在的孩子明显倾向于理
科。”于永水说，这也反映出新高考“以生为
本”，对孩子个性、兴趣的尊重。

浙江省2014年实施新高考后，“7选3”和英
语每年两考，变一考定终身为多项选择。“过去是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给学生设置了更多路
径，有了更多的机会。”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校长
蔡小雄说，选课走班之后学生也“有几分欣喜”，
同桌多了，交际范围广了，受约束少了，班级里
没有了排名，压力小了⋯⋯

“从因材施教的角度来说，选课走班是趋
势。”苏州第十中学副校长张金说，我们不能以同
样的方式、进度要求所有的孩子，而是应该把具
备相同学习能力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从这个角度
上说，不仅要分，而且要分层分类分项，真正实
现“一生一课表”“一生一师”。

目前，走班制一般分为大走班、中走班和小
走班。“大走班是分层分类分项，语数外分层，

‘7 选 3’分类，非高考科目分项。但在当前的师
资配备、空间资源和课程设置下，大走班实施难
度大，大多数学校是中走班，即语数外不走班，
其他科目走班；而小走班则是指捆绑式教学。”蔡
小雄说。

在他看来，走班制对学校挑战最大的是师资
数量和结构性短缺不足，教师潮汐现象突出。以
浙江为例，每年 4 月“7 选 3”考完之后，7 科教
师就可以休息，而语数外教师的工作量陡然加
大。再者学生选课偏好差距大，教师的忙闲程度
差距大。

“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现
实是学校先行，在过程中解决问题。”蔡小雄说，
师资从哪里补充，教师培训如何开展，如何平衡
教师工作量之间的差距、开展教师评价等，都需
要学校自己摸索。

作为国培计划专家，北京市特级教师陈维贤
认为，相较于扩大增量，盘活现有教师资源更重
要，而大多数学校做得并不好。

“新高考的变化不仅是招录方式的变化，更是
教育教学内涵的变化，但很多教师还是只关注知
识没有关注能力，学校还是以迎接考试为主，没
有看到新高考带来的课程、教学、学习方式的变

革。”陈维贤认为，学校应将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
素养作为教师培训的核心，让教师意识到新高考
对自己的影响，在提高学生能力和素养上下功夫。

“走班制最难实现的是让学生选老师。”蔡小
雄说，一个年级总有老师极受学生欢迎，但也总
有一两个老师不受学生待见，这场改革最难的就
是没办法让学生选老师，如果实现了学生可选老
师，教育将是另一片蓝天。

事实上，选课走班不仅涉及了空间问题、师
资问题，还关系学生怎么分类、选什么课的问
题。兴趣与考试成绩，优势特长与大学需求，专
业与职业之间并不完全对接。

“学生选什么课直接关涉未来的职业生涯，
而学生怎么选，则与我们的职业生涯教育密切相
关。一是要指导学生选专业，二是告诉学生大学
对专业的要求。”张金认为，只有学生“知道职
业—体验职业—了解大学需求—结合自身优势”
才是选课的基础，否则每一次转专业，甚至就业
与专业无关，都是对大学培养的浪费。

“现在的选课走班，学生从高一到高三很不稳
定，特别容易改变主意，更换科目。”复旦大学附
属中学科研室副主任曾德琨说，学生没有体会到
学科魅力时，往往是按分数高低选，对学生长远
发展不利，因而要把职业规划往前提。

对此，复旦附中采取“家长引领+大学老师
讲授专业基础课”的方式，把职业规划引进课
堂。从高一开始，每学期会邀请几十位各行各业
的家长走进课堂，让学生了解职业；此外，从
2017 年起，与复旦大学合开 30 门微课，邀请大
学教授对核物理、生物医学等开展通识教育，让
学生了解专业发展趋势。

“从今年来看，效果不错。2017 年学校 300
多名毕业生，有十分之一报考了复旦大学和上海
交大的医学院。”在曾德琨看来，家长的亲身经历
和医学院教授的讲座，点燃了学生学医、从医的
热情。

在浙江省衢州二中生涯指导中心主任周旭荣
看来，职业生涯规划不仅关涉学生选什么专业、
去哪所高校，更关涉学生长远发展。

“生涯规划要关注每一个学生，而不是一群学
生。”周旭荣介绍，衢州二中将生涯规划做细，充
分利用大数据，“点对点”地为学生提供指导。

衢州二中通过收集发布“衢州二中毕业生录
取去向”“衢州二中毕业生的高校毕业去向”等
数据，让学生了解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收集、
分析毕业生流入较多的 50 所高校，建立资料
库；对每个年级进行“最关心的十个问题”和

“家长最关心的十个问题”问卷调查，了解学生
需求；根据学生申请情况，2017 年送出 3 批 290
多人到浙江大学实地考察，18 人到武汉大学，
12 人到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等；面对农业类
院校“乏人问津”的情况，邀请中国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等 4 所高校举办专场推介，500 多
人次参与。

“生涯规划是新高考改革后高中面临的新情
况，面临着专职教师不足，课业负担重，课程开
发、植入难等问题，目前高中主要是盘活现有资
源，要进一步做到实处、看到效果，还在摸索
中。”周旭荣说。

走班制面临的短板该如何解决？
盘活存量、提升教师素养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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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应将提升
教师的教育教学素养
作 为 教 师 培 训 的 核
心，让教师意识到新
高考对自己的影响，
在提高学生能力和素
养上下功夫。

◆教育是一个系
统工程，人的全面发
展一定是根据自己兴
趣 爱 好 的 多 样 化 选
择，大中衔接为学生
提供了高选择性的培
养方案，让学生可以
按照自己适合的路径
去发展。

◆拔尖创新人才
培 养 最 难 的 在 于 从

“应试教育”到“自
主 创 新 ” 思 维 的 转
变。

日前，由北京市教委制定的《北
京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
合改革实施方案》发布，北京成为继
浙江、上海后，第二批开展试点的地
区。在不少人看来，北京方案是上
海、浙江等省份综合改革试点的延
续，承继了试点的思路，总结和汲取
了试点的经验。比如，合理引导学生
选择分科，避免考生策略性选科目；
等级性考试每学年组织1次，安排在
每年的6月，避免使学生提前面对高
考压力；2020年起，市属高校探索开
展综合素质评价招生等。

自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始终是社

会关注度最高的考试，而“让学生考
到适合自己的学校，让高校招到想招
的学生”一直是高考改革的目标。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拉开
了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序幕。“分类考
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新模式，
意在推动教育从“选分”到“选人”“育
人”的转变。

新高考背景下，怎样给学生更多
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大中衔接、贯通
培养的实施路径有哪些？综合素质
评价逐渐推开，如何推动学生知识向
能力转化？

新高考改革为拓宽高中与大学的衔接面提供
了绝佳机遇。随着三位一体招生、综合素质评
价、“双一流”等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开，高中不能
再只埋头“分数”，而大学也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决
定选拔哪些学生进校。大中衔接、贯通培养，逐
渐成为大学、高中的共同选择。

2017年是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
院值得记住的一年。这一年，首届“工科班”29
名毕业生中，14人赴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等
世界名校深造，14人进入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
国内名校深造。

“这些学生并不是高考入学时成绩最突出的学
生，但在 4 年的培养中，学习成绩、科技活动、
学生社团等方面表现极为突出，更难能可贵的是
体现出了蓬勃向上、追求卓越的精神面貌。”天津
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说，这得益于学校试着将人
才培养向前延伸了一步。

作为 17 所国家试点学院之一，2012 年天津
大学精仪学院探索在全国中学范围内举办工程科
学夏令营和冬令营活动，通过开展名师科技前沿
报告、颠覆未来科技实践活动、自我职业生涯启
蒙计划、大学校园文化生活体验等特色活动，探
索基于统一高考、引入多元化评价、着眼于潜力

的学生录取选拔机制，旨在选拔具有学科特长
（物理） 和专业志趣的学生，为新工科人才培养奠
定坚实基础。

“选拔学生时我们不只看分数，还看对专业是
否有兴趣、是否有潜质，在输入层面避免成为面
向拔尖学生的‘培优班’。”李家俊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方芳看来，
大中衔接符合人才发展规律和教育系统性、连贯
性的要求。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人的全面发展一定是
根据自己兴趣爱好的多样化选择，大中衔接为学
生提供了高选择性的培养方案，让学生可以按照
自己适合的路径去发展。”方芳说。

高中教育阶段一方面对接基础教育，为学生
持续发展打基础；一方面对接高等教育，为大学
输送合格人才。“新高考背景下，尤其是创新人才
培养不是只看分数就能选拔出来的，更多的是看
一个人的思维能力、核心素养、求新求异的能
力，这些都需要将培养过程向前延伸，需要加强
大学与中学的协同培养。”杭州第二中学校长尚可
认为。

在2014年上海和浙江省出台的高考综合改革
试点方案中，一大特点就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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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加强衔接，建立机制，搭建平台，促进大学和中
学牵手。

“在高考综合改革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与基础
教育的衔接主要表现在教学和招考两个方面。”上海
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说，在教学方面，大学的人才培
养理念和方法在基础教育中逐渐体现；而在招考方
面，招录方式改革，扩大高校和考生的双向选择权，
也促进高校特色办学。

具体来说，在教育教学方面，综合素质评价导
向使得中学逐渐实现了素质教育的制度化；分层走
班、“每人一张课表”使个性化学习成为普遍现
象，促进了文理交叉；教学方式逐渐多样化，自主
探究、合作学习等成为趋势；生涯指导提前，个性
化现象突出。

而在招生考试方面，以选科要求和“院校专业
组”设置为杠杆，驱动高校招生由“被动收档”走向

“前置引导”；以合并一二本为抓手，激励高校招录由
“三六九等”走向“特色为王”；以“综合评价、多元
录取”试点为抓手，鼓励高水平大学围绕“两依据一
参考”进行招录。

“新高考改革后，大中衔接成为趋势，高等教育
和基础教育融合是多维度、深层次的。”倪闽景说。

“从高中的角度来说，大中衔接，也使我们要更
加明确大学教育有什么特点和要求，需要什么样的人
才和素质。”尚可说，他仍记得2017年参加清华大学
全国重点中学校长会时，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谈到，
希望中学在关注成绩的同时，更要关注到学生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的培养，避免优秀学生进入大学后成为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当前，随着新高考改革的推进，大中衔接在生涯

规划、专业教育、学科竞赛等领域开展得较为普遍，
也越来越深入。然而，高考选拔性压力、缺乏制度设
计等问题依然存在。

“如今知名高校在浙江‘三位一体’招生的名额
越来越多，对中学的导向十分明显，学生的学习压力
减少，受惠面扩大。”尚可说，然而学生仍然面临着
课业负担重、时间有限的难题，需要进一步松绑，尤
其是对一部分拔尖创新人才，更需要体制机制上的突
破。

尽管对学生来说，把大学教授请进中学好处多
多，但讲座蜻蜓点水、上课没有教材、学生听不懂等
问题，也一度让曾德琨苦恼。

“大学老师讲课没有教材、没有标准答案，教授
专业性太强、学生知识储备不够，课堂呼应不上。”
曾德琨说，后来学校通过将通识教育细化、打造微课
等方式，与复旦大学建立了长效合作。

“高校和中小学校之间的课程设计缺乏衔接机制
较为普遍，只有通过流程再造，形成一体化设计的机
制，才能有效破解这个难题。”倪闽景说。

此外，方芳提醒到，还要看到当前大中衔接在发
达地区做得好、大学与附属中学合作更顺畅、重点中
学更受青睐等不均衡现象。

“对于先天条件不利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成
为学校发展的坚实后盾，发挥主导作用，推动政策传
导、资源共享，积极搭建平台，为大中衔接创造条
件，让改革惠及更多学生。”方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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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改革后，在录取方式上“两依据，一参
考”将逐渐推开，除了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之
外，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然而，我国传统的教育方式重说教轻实践、重知
识轻能力、重学校轻社会、重应试轻素质，新高考改
革录取中综合评价的纳入，在某种程度上对学校教育
教学形成了倒逼压力。

“当前很多地方一直在提让学生自主学习，但学
习如果总是发生在学校内部，学生学的是课本，一天
天围绕着课本、教室、文本资料，怎么将知识转化为
能力？”在宁波二中校长黄兴力看来，能力养成必须
走出课堂，走向自然和社会。

为此，宁波二中探索变革学习方式，基于“问题
解决”的“月湖寻宝”项目成为一个重要抓手，通过

“问题学习、合作学习、主题学习以及无限制自主学
习”四种方式，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获得知识和
能力。

黄兴力举例说，“跨学科融合”的主题学习，可
带领学生以月湖调查为主题进行探究学习，涉及语文、
历史、地理、艺术等多门学科的融合，通过学生的调查，
可以看到学生学习方式已经从单一的学科学习走向跨
学科的融合，真正使学生综合素养得到提升。

无独有偶，南开中学“义工制管理模式”与传统
学生课外活动最大的不同，就是真正地“服务社会”。

“高中生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工作能力和一定的专
业知识，他们在课程活动中真正地体验社会，摆脱了以
往预设类活动的‘游戏感’和‘模拟感’，使其工作更具
有实际价值，使其能够直接看到、体会到自身工作的实
际成果。”南开中学教务处主任助理姚卫盛说。

推动学生知行合一的关键点在哪里？“能不能促
进知行合一，推动学生知识向能力转化，关键在教
师。”张金毫不讳言，教师要有这种意识、知识储
备，要培养学生综合学习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
是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好。

张金是江苏省生物特级教师。从踏上讲台开始，
就注重实践教学。在他看来，生物课不能在课堂上了
解生物，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学习生物。为此，教植
物学时，张金首先会自己到田间地头考察路线，了解
植物分类、特性，然后带着学生走一路、讲一路；讲
食用菌就带着学生亲自种食用菌；在学气象观察时，

带着学生做航模、船模⋯⋯
“要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哪些是有缺陷、不方便

的，用我们的知识加以改造，这才是学习。而教师是
要教会学生学习，而不仅仅是教给学生知识。”在张
金看来，促进学生从知识向能力转化，教师首先要会
学习、会研究，而不仅仅是机械地教学。

在陈维贤看来，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关键是如何
做，在于教师能不能把新课标的理念落实到行动上。

“比如2017年语文新课标提出的任务，教师能不
能理解透？如何设置专题，开展项目式学习？怎样在
实践中完成教学？这些都需要教师具备相应的能
力。”陈维贤说。

此外，在他看来，促进学生知识向能力的转化是
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教师要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教学
评价也要改革，评价方式单一、狭隘、不多元，也是
导致转化不足的重要原因。

面对“钱学森之问”，蔡小雄描述了他记忆深刻
的一幅漫画场景：老师在讲台上对所有学生发出了一
个指令：爬树。下面坐着的学生有猴子、大象、鳄鱼
等。

“要求猴子爬树是自然的，但大象怎么爬？鳄鱼
怎么爬？”蔡小雄说，真正好的教育是用50种方法教
一个学生，现在我们是用一种方法教 50 个学生，流
水线上培养的人才，怎么可能有想象力和创造力？

“因材施教讲了千年，但真正实施的机制并不完
善，千里马应该有不一样的培养方式。”蔡小雄建
议，在高中阶段，对特别突出的孩子可建立免修免考
机制，压缩基础课程时间；在竞赛方面，专设机构引
进人才担任教练；与初中和小学对接，实现人才培养
一体化。

事实上，自 2008 年教育部启动珠峰计划已过去
10 年，经过多年实践，清华大学物理系朱邦芬院士
发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最难的在于从“应试教育”
到“自主创新”思维的转变。

“基础教育阶段老师手把手教的多，学生自主探
索的比较少。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学生有自主探
索、创新的能力。”朱邦芬说，因而在人才培养过程
中要坚持兴趣驱动、兴趣第一，只有学生真正想做、
想学的，才能自我驱动，主动钻研，这个过程要向前
延伸，而不能等到大学再开始。

2017 年 6 月 3 日，安徽六安毛坦镇，毛坦厂中
学外，学生放飞孔明灯为即将到来的高考祈祷。

2015 年 6
月 7 日，浙江
省诸暨市海亮
高中高考考点
考生在答卷。

2016年6月8日，广州家长迎接高考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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