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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理论篇④

双向驱动的学生综合评价新范式
郑勤华

智慧探索

安徽教育援疆 12 年打造“智慧”路径——

将世界的精彩带进边疆课堂
本报记者 方梦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皮山县位于喀喇昆
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是一个以
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县，
自 2010 年国家统一部署对口支援新疆工
作以来，就由安徽省负责对口援建。
如今，智慧教育已为全县 266 所中小
学及幼儿园提供标准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学习环境和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
题资源，支撑学生
“五育并举”
、全面发展。

一堂课 点燃孩子们的航天梦
在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乔达乡中心小
学的校园里，航天元素随处可见。2021 年
12 月 9 日，一堂特殊的科普课在学校的专
题教室开展。透过教室前方的电子大屏，
学生们化身“天宫班”的孩子，与神舟十三
号乘组航天员
“面对面”
。
“这就是王亚平阿姨。”当王亚平出现
在屏幕画面中时，学生伊丽姆努尔·约麦尔
阿卜拉悄声对同桌说。
这不是伊丽姆努尔第一次见到王亚
平，2021 年 10 月 14 日，她曾受邀前往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媒体与神舟十三号
乘组航天员见面会上与王亚平现场对话。
回到学校，伊丽姆努尔向同学们讲述了自
己的所见所闻，“我为祖国的强大而自
豪”。
为呵护孩子们的“航天梦”，乔达乡中
心小学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突出航天知识内
容和科技氛围。
“让航天梦想和对科学的向
往深深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学校党支部
书记肖从军说道。
在学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教

室里，学生不仅了解和学习航天知识，
还应
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
用能力，通过对发音和书写进行智能评测
和即时反馈，
强化听说读写技能。此外，
通
过学习终端里具象化的精品资源，学生学
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悟中华文化意蕴
之美，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心灵。

一块屏 让世界近在眼前

信息技术教师赵济宏清楚地记得学生们第一
次走进实验室的场景：
“孩子们都很兴奋，课
堂热情特别高，会在探索中提出许多有趣的
问题。
”
“这是真的机器人，
好神奇！以前只能在
电视上看到。我要学好本领，以后做个篮球
机器人陪我打篮球。”八年级学生赛伊迪江·
麦麦提玉苏普兴奋地说道。

一间教室 用科技播撒“红色种子”

这学期，
在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
嵌在
为了让思政课更加生动活泼、扎实有效，
黑板中间的屏幕成了联通世界的“窗口”。
大屏内置的备授课一体化智能教学系统，
发挥铸魂育人的作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头脑，
皮山县
将云端优质资源到书、到课、到位置精准推
送，直达课堂，为课堂教学提质增效的同
安徽实验学校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
教室。
时，让丰富的优质资源融贯于教学过程中，
强化课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
在这间教室，时空倒转，历史重现，孩子
们戴上 VR 眼镜便能“亲临”开国大典现场，
地作用。
“有了大屏，
丰富的音视频教学资源让 “见证”新中国的诞生，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
取前进力量。
课堂丰富起来，
知识点更加生动具象，
孩子
们的学习兴趣更浓，课堂氛围也轻松愉快
通过思政课学习，
穆耶赛尔·米吉提对于
生活有了自己的思考：
“每次上完课，我感受
很多。
”九年级英语教师宗友兰说。
让班主任老师热娜古丽·阿布都热依
到现在的生活非常美好又来之不易，它是革
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更加努力学
木欣喜的是，
除了课堂学习热情，
学生们在
认知外部世界的探索中，逐渐树立了自己
习，
长大后建设祖国。
”
“这间教室就是最好的博物馆，
在这里我
的人生理想。
“孩子们对皮山之外的世界了
解不多，现在可以在大屏里看到新疆、看到
们可以学习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伟大祖国
的发展史。来到这里，就走进了历史事件现
中国，甚至看到世界，
潜移默化下开始思考
和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
场。
”
八年级学生艾尔怕尼·艾热西顶说道。
教育信息化 2.0 进程下，信息技术让优
为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学校建设了
人工智能创新教育实验室，面向初中部学
质教育资源跨越时空距离，将远方的精彩世
界呈现在师生面前。智慧教育正在重构着皮
生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创新教育课程，帮
助学生由浅入深地逐步了解人工智能技术
山教育的发展格局，以教育振兴赋能皮山高
速发展。
原理，培养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创新能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微文化”悄然诞生，微博、微
信、微电影、微课等新名词，不断
涌现。在这个“微时代”教学也进
入了数字时代。时代的进步，要求
教师不断更新教学理念，调整教学
方法，寻找适应数字时代的学生学
习模式。
小学阶段学生以形象思维为
主，综合应用知识理解抽象概念的
能力欠缺，因此如何让学生理解抽
象概念一直是数学教学的难点。三
年级“24 时计时法”的教学重点
是理解和发现 12 时计时法和 24 时
计时法的特点，并能正确地进行两
种计时法互换。如何实现学生与教
学内容的有效互动，将教学难点转
化为学生“乐学”点成为本节课教
学设计的重点。
为了课堂教学聚焦教学核心，
课前我利用网络空间建立“一天的
生活”共享文件夹，让学生借助移
动终端，用图片和文字的形式记录
生活中的一些时刻，并上传至网络
学习空间。在网络空间中，“12 时
我在吃饭”“9 时我在睡觉”“8 时
我在上第一节课”等频频出现。
由此，我摸清了学生的思维起
点：大部分学生不能正确使用 12
时 计 时 法 ， 同 时 很 少 用 到 24 时 计 时 法 。 因
此，归纳出两种计时法的特点是教学的重要环
节。
课堂上，我先展示了学生自己完成的时刻记
录，然后抛出问题：“9 时在睡觉，上午 9 时还是
晚上 9 时呢？你发现问题了吗？”问题一出立刻
引发了学生的兴趣。我紧接着播放了提前准备好
的微视频，将一天的时间用两种计时法动态模拟
演示出来，并利用编程技术将一天的时间量化出

微课架﹃桥梁﹄ 数学不再难

智慧课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皮山县安徽
实验学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教
室，学生们通过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
历史现场。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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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技术双向驱动的
学生综合评价新范式从理论
走向实践，解决教育评价实
践中存在的问题，必然会遇
到挑战。在实践中有效解决
以下四个关键问题，将利于
持续推进新范式的落地应用。
一是破解数据汇聚难
题。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历
经 40 多年，已经建立起了完
备的应用系统或平台体系。
然而，如何汇聚海量多源异
构数据？首先，建立健全数
据标准规范体系是从源头上
保障数据格式的规范与统
一。其次，建立高一级别的数据采集与汇聚平台，
通过统一的数据接口对接各应用系统或平台，实现
各取所需。
二是保障数据安全和隐私。针对不同应用系统
或平台的海量数据能够汇聚融合的情况下，组合数
据加密、签名、隐私处理等方法确保数据在传输、
存储以及应用过程中的安全性。针对不同应用系统
或平台的海量数据无法汇聚融合的情况下，采用联
邦学习技术保证学生个人的隐私不外泄，同时还能
保证数据拥有方的利益。
三是加快建立综合评价常模。从长远来看，学
生综合评价的结果要服务于我国人才培养与教育评
价改革。常模建立能为评价结果应用提供参考的基
准线。一方面，对于可以确定因变量的指标或维
度，引入数据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对于
数据科学方法无法进行合理权重分配的情况，以教
育科学方法为主，结合数据科学方法确定权重，这
均为常模构建提供了支持。
四是遵循定性与量化评价相结合。新范式下，
学生发展的一切指标均可以通过智能技术采集客观
数据进行量化评价。然而，从评价的科学性与当前
技术的可行性来看，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因此，在
实践中考虑这一问题时，我们主张不走极端的数据
决定论支持的绝对量化评价这一道路，纯粹的量化
评价对学生综合评价并不完全适合，而是需要将定
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结合起来，共同针对学生某一发
展指标进行科学、客观、全面评价。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新范式的实施路径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皮山县安徽
实验学校，学生在
AI 科创教室自主探
索人工智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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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范式坚持理论科学性与技术可
教育评价改革的需
行性的有机统一，总体来说，新范式
求与智能技术的发展，从
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四个环节”
理论、技术上均有突破现有困
“双向驱动”与“循环迭代”。
境的可能。在理论与技术的双向
四个环节主要包括模型构建、数
驱动过程中，通过评价模型构建、
据采集、数据智能分析以及评价应用。
数据采集、数据智能分析、评价应用
第一，学生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等环节的迭代优化，形成稳定且成
学生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不再完全依
熟的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
靠教育学领域专家，而要联结多领域
发挥评价结果的导向、诊断、
专家共同构建一套以“中国学生发展
调 控 和 改 进 作 用 ，实 现
核心素养”的文化基础、自主发展、
“以评促育”。
社会参与三个方面为基础，适应时代
发展、共识性与可解释性较强、灵活
性较高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模型。
第二，多场域多模态的数据采
集。新范式下，数据采集方式、数据来源、数据 “技术”优势，形成了从理论到技术的“自上而
模态等方面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数据采集方式方
下”（理论指导技术应用） 和从技术到理论的
面，突破传统调查、填报为主的采集方式，转向 “自下而上”（技术应用优化理论） 的双向驱动机
基于教育信息化基础数据汇聚，走向伴随式数据
制。就理论到技术的“自上而下”而言，实质是
采集为主的趋势。数据来源方面，不再局限于学
从权威的角度出发构建学生综合评价理论模型，
校场景，而是延伸至对学生发展至关重要的家
为多模态数据采集、多模态数据智能分析以及学
庭、社区、科技馆等多种典型场域。数据模态方
生综合评价应用提供基本理论指导与模型服务支
面，除了文本数据以外，还能够采集包括音频、
持。就技术到理论的“自下而上”而言，实质是
视频、图像、生理信号等多模态数据。
从数据出发构建基于数据的学生综合评价模型，
第三，多模态数据智能分析。通过分析旨在
为学生综合评价指标找到可测量、可计算的数据
将多模态数据指标与学生发展特征建立关联映射
指标，提炼出相应的数学结构，计算出学生综合
关系。面对复杂的、非结构化的多模态数据，首
评价结果，为结果应用提供参考，进而优化、
先要做的就是对其进行包括缺失值处理、无效数
完善理论。
据剔除等工作；然后依据评价理论模型，通过特
通过“模型构建—数据采集—数据智能分
征变量提取等方法提取特征，构建综合评价的各
析—评价应用—模型构建”的闭环反馈、多轮
指标与不同模态学生表现性数据特征的映射关
迭代流程，新范式下的评价模型持续优化，数据
系。
来源持续丰富，数据处理持续精准，最终使学生
第四，学生综合评价应用。基于上述三
综合评价能够适应不同场景需要。但是，针对不
步，将构建起学生综合评价的数据表征能力。
同的情形，循环迭代过程中所要迭代的侧重点也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搭建起学生综合评价
不一样，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一是教育学、
的应用体系，通过常态化的应用，去验证理论
心理学等领域已有成熟理论模型和方法的评价内
模型，优化技术服务，从而实现综合评价应用
容，迭代优化数据采集点；二是教育学、心理学
的常态化和科学化。
等领域尚无成熟理论模型和方法的评价内容，迭
从以上四个环节来看，通过融合“理论”与
代优化评价指标以及指标权重；三是教育学、心
理学等领域已有理论模型，但尚无测量方法的评
价内容，迭代优化评价模型与数据采集点。

新范式的构建

教育评价事关教
育发展方向，有什么
样的评价指挥棒，就
有什么样的办学导
向 。 2020 年 中 共 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 改 革 总 体 方 案》，
明确提出要“健全综
合评价”。在教育数
字化转型的背景下，
特别是教育信息化取
得长足进步的今天，
学生的综合评价需要
构建以核心素养为底
座的学生全面发展理
论模型与指标体系，
依托常态化教与学信
息化应用所采集的学
生客观行为、身心发
展和结果数据，并积
极探索形成各指标与
多模态数据的关联映
射关系，从而建立起
理论指导技术应用、
技术应用优化理论模
型的双向驱动评价新
范式。

双向优化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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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全面理解理论与技术双向
驱动下的学生评价新范式?首先，新
范式的重中之重是，理论站得住，
技术可操作，两者相互促进，在迭
代中形成不断优化的评价解决方
案。新范式不仅在于理论层面的拓
展与深化，而且涵盖方法层面的创
新。
一是理论上的完备性和综合
性。理论层面的完备性重在指导评
价内容的全面性，即对学生面向新
时代跨越学科特性的必备能力、关
键品格和价值观的全面覆盖。综合
评价不是对已有德智体美劳各要素
的分立性判断，而是对学生能力发
展的基础性和必要性成分的综合判定。学生问
题解决能力、批判性思维、心理健康、亲子关
系、家国情怀等，都是综合评价涉及内容。
二是技术上的可行性和先进性。新技术的
使用，使采集和汇聚学生不同场景的客观数据
已成为可能，突破了以往综合评价依赖主观经
验的局限。同时，利用多模态数据的智能处理
与分析技术可以对不同来源、不同结构的海量
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构建特征数据与各指标
的映射关系，从而深度挖掘学生综合素养发展
过程与特点，并为学生个体提供综合性评价结
果和未来发展建议。
三是理论与技术不断迭代的发展性。新范
式下，基于智能技术的持续动态采集能力，学
生综合评价可以对特定时间范围内的学生能力
变化进行持续刻画，精准洞察学生个体在一定
时间范围内的发展变化，从而支持对学生的增
值评价；并且，通过对相关评价信息进行关联
挖掘、分析，能够实现针对学生发展规律的理
解。更重要的是，大数据支持下的强化学习和
主动学习，又帮助我们进一步挖掘出能够
表征理论指标的更多数据特征，从
而支持理论模型的不断迭
代优化。

来转化为一把“时间尺”（上面
是 12 时计时法表示的时刻，下
面 是 用 24 时 计 时 法 表 示 的 时
刻）。
与 此 同 时 ， 我 利 用 talk 交
互功能将“时间尺”一键下发给
学生，学生在移动终端接收到了
这把“时间尺”。借助微视频与
“时间尺”
，马上有学生观察到两
种计时法的异同：“我发现‘时
间尺’中前半段两种计时法数字
一样，后半段数字不一样。”另
一学生补充道：“对，后半段 12
时计时法的数字加上 12 就是 24
时计时法的数字。”有学生又补
李红梅 充道：“还有，12 时计时法的上
面有时间词，而 24 时计时法没
有时间词。”就这样，两种计时
法的异同在你一言我一语中轻松
地就总结出来了。
我继续引导：“那你能总结
出 12 时计时法和 24 时计时法互
化的方法吗？”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一边看着微视频，一边在
“时间尺”上动手操作找出对应
的时间。“几次对比，我们发现
12 时 计 时 法 转 化 为 24 时 计 时
法，要去掉时间词，还有就是后
半段数字还要加上 12。”一小组
刚总结出自己小组的发现，另一
小组补充道：“24 时计时法转化
为 12 时计时法，就需要加上时
间词，前半段数字不变，后半段
数字要减去 12。”到此，本节课
的教学重点、难点在学生思维碰撞中一一完成。
两种计时法的异同与互换，在成人眼中并不
复杂，然而，让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不仅可以清晰
理解，更通过自己动手、动脑总结提炼出来，这
样高效的教学正是得益于微课。借助微课，构建
思维支架，让学生的数学学习化抽象为直观，实
现知识的入脑、入心，使其不仅知其然，更知其
所以然。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景瑞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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