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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科学有效，构建
“破1立5构7”的“157”
学生发展质量评价体系

西安市2013年成为国家中小学教
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区。近年
来，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
体方案》《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为指
导，创新构建了“破 1 立 5 构 7”的

“157”学生发展质量评价体系 （1即
唯分论，5即“五育”观，7即指标研
制、工具研发、监测诊断、结果反
馈、应用指导、课堂变革、教育改革
七环节），以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推动

“双减”落实落地。
“157”学生发展质量评价体系以

破唯分论、立“五育”观为根本出发
点，以课堂变革、教育改革为根本落
脚点，聚焦学生发展质量，改进结果
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
价、健全综合评价，形成了以教育评
价牵引教育改革、以教育改革促进教
育评价的西安经验。

1.研制指标及工具，解决“用什
么评”及“怎么评”的问题

创建“五维三段三团队”研发模
式（“五维”即品德、学业、身心、
兴趣、负担等五维度，“三段”即小初
高，“三团队”即权威专家、教科研专
家、优质学校校长团队），自主研发建
成评价工具库。构建大数据信息平
台，以学生品德发展、学业发展、身
心发展、兴趣特长养成、学业负担状
况等方面为重点内容，科学开展质量
监测评价。截至目前已完成 7 次监
测，含小初高三学段近32万人次。

2.基于“三真三有三紧扣”自主
研发评价工具库

融通中外，借鉴PISA、TIMSS等
国际先进测试系统，提出“三真三有
三紧扣”（“三真”即真情境、真问
题、真能力，“三有”即学生有兴趣、
教师有触动、课堂有改进，“三紧扣”

即紧扣学生实际、紧扣课程标准、紧
扣中高考改革） 评价命题原则和要
求，使监测和评价富有针对性、纠偏
性、矫正性和引领性。

3.创新构建“三级九到位”结果
反馈模式

构建“三级九到位”（“三级”即
市、区/县、校 3 个级别，“九到位”
即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党代表
等9个方面）评价反馈模式，全面提
高教育质量的动能与合力。

坚持协同推进，以
教育评价牵引形成教育
发展新格局

1.构建教科研“131”“双减”工
作新思路

“1”即构建德智体美劳学生发展
质量评价体系；“3”即构建“科研+
教研+培训”三维一体教师素养提升
体系；“1”即落实“双减”，深化课程
课堂教学改革，坚持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融合创新，构建“五育”学生发
展质量培养路径。

2.构建教科研“1+2+N”“双减”
工作新格局

“1”是市区两级教科研部门，
“2”是市教科院两所创新实验学校、
教研员和班主任两大工作室、科研部
和评价部两部门下沉学校，“N”是支
撑学生全面发展的质量评价监测、思政
课、学科思政、劳动教育、人工智能教
育、思维型教学、脑与学习科学、心
理健康、科技创新与科学教育、财经素
养教育、家庭教育、跨学科教育教学
等24个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及1564所实
验学校，引领做优课后服务，形成以
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教研机构为主
体、中小学校为基地、高校等相关单
位通力协作的“双减”工作新格局。

3.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深耕
“西安好课堂”，构建“五育”学生发
展质量培养路径

面对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要
求，以“课堂革命 陕西行动”为契

机，落实“双减”任务新要求，积极
践行陕西“三个课堂”，聚焦西安

“名校+”，打造“西安好课堂”创新
品牌，做到“两坚持”——坚持以学
生为中心，坚持教为学服务；“三统
筹”——统筹学习与生活，统筹校内
与校外，统筹课堂与课后。以评价为
牵引、以教师为关键、以课堂为阵
地、以思维为核心，深耕“西安好课
堂”，推动陕西“三个课堂”在西安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4.“157”学生发展质量评价体系
牵引市域教育质量观显著转变，“双
减”工作成效显著

挖掘并智慧运用教育大数据，提
升评价精准度，如新城区“学生常态
成长记录袋评价”、碑林区“阳光学
子育人工程”、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
学“名校+”共同体的“‘蒲公英’
学生发展一体化评价系统”、铁一中
学“生本发展的过程性多元化评
价”、高新一中初中“中学生品德行
为评价”、交大附中“生本品能化
育”、高新实验小学“1+N 评价模
式”、西安小学的“学生多元化星级
评价”、纺织城小学“3+2学业能力多
元评价”等，牵引区域、学校教育质
量明显提升，引领西安市教育质量
观、学校“五育”办学观、教师“五
育”课程观、学生“五育”成才观、
家长社会“五育”人才观显著转变，
讲好“双减”故事。

“157”学生发展质量评价体系建
设的西安经验得到国家教育部门多位专
家肯定，走出了具有地方区域特色的

创新教育改革之路，充分发挥了国家
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区
的示范引领作用，实现了教育质量综合
评价改革科学、有效推进、成果共享。
目前，《西安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
改革探索与实践》（四卷）已公开出版。

坚持系统推进，促
进教育评价与“双减”
融合共通

西安市聚焦减负提质增效，通过
研发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推动

“双减”落地落实。2022年1月，“陕
西省‘双减’工作动态”第13期专
题印发了《西安市义务教育学生发展
质 量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2021 修 订
版）》，评价改革牵引“双减”落实
落地的经验在全省推广；2022 年 4
月，《义务教育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被国家教育部门作为全国第
四批落实“双减”典型案例在全国推
广，指标体系将“五项管理”、课堂
教学、课后服务、减轻作业负担等要
求细化到评价指标中，推动“双减”
要求落细落实。

1.“双减”赋予教育评价以新的
内涵和方向指引

西安市教科院以评价牵引教师
“双减”关键地位和课堂“双减”主阵
地作用，实施“331”行动方案，“三
标”引领、做优“三课”、赋能教师发
展，促进“双减”与教育评价画好学
生全面发展同心圆。

（1）聚焦“双减”落实深度，“三
标”引领

“三标”即聚焦学生“五育并
举”，研制《西安市义务教育学生发展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学生评价牵引

“双减”更实更深更高；聚焦课堂教学
提质，研制《“西安好课堂”质量评
价参考标准》，以课堂标准促进课堂提
质增效；聚焦作业设计质量，研制
《西安市义务段分学科作业设计指
南》，以作业规范促进课后减负增效。

（2） 加深“双减”落实厚度，做
优“三课”

做优“三课”即深耕“西安好课
堂”、做优课后服务（第二课堂）、做
优名师公益优课（课外减负）。深耕
西安好课堂，强化课堂的“双减”主
阵地作用，为全面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做优课后服
务，即聚焦第二课堂，开展区县、学
校、校长、教师、家长多方参与的论
坛、交流活动40余场次，提升“双
减”社会满意度；做优名师公益优
课，即聚焦课外减负，开展西安“名
师公益优课”周末线上教学，截至目
前，覆盖各年级各学科的名师公益优
课 共 1919 节 ， 访 问 量 达 60183610
次，有效减轻学生课外培训负担。

（3） 增进“双减”落实效度，赋
能教师

构建“科研＋教研＋培训”三维
一体、一体化教师综合素养提升路
径，赋能教师“四新六能力”提升。

“四新”即新课程、新教材、新方法、
新技术，“六能力”即教师育德能力、
课堂教学能力、作业与考试命题设计
能力、实验操作能力、课后服务能
力、家庭教育指导能力。教师是落实

“双减”的关键，教师“四新六能力”
的进一步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双减”
落实落地。

2.教育评价为“双减”提供实证
数据支撑和行动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部长、博
士生导师罗良对西安市2021年义务教
育质量评价监测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他表示，西安市评价监测工作将质量

监测放在“157”大体系中措施得当，
反馈内容体现出指标综合全面、数据
分析到位、问题概括全面，与国家方
向一致、步调一致、思路一致，体现
出“西安特色”。

（1）作业时间与学业成绩
“五项管理”要求，小学三至六年

级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
60分钟，初中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
平均不超过90分钟。西安市第七次教
育质量监测数据显示出同样的结论，
例如八年级学生每天的作业时间与语
文、科学成绩的关系呈倒“U”型曲
线，即每天的作业时间并非越长越
好，最佳时间段为1—1.5小时。

（2）补课时间与学业成绩
监测数据还显示，对四年级学生

来说，补课时间越短，学业成绩越
好，不参加补课时成绩最好；对八年
级学生来说，每周的补课时间对语文
成绩的影响并不明显，不同补课时间
段的语文成绩差距很小。

（3）睡眠时间与学业成绩
“五项管理”强调睡眠对学生健康

成长至关重要，要保证中小学生每天
必要睡眠时间（小学生10小时、初中
生9小时）。监测数据显示，四年级学
生睡眠越充足，学业成绩越好。八年
级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与语文、科学成
绩的关系呈倒“U”型曲线，即每天
的睡眠时间并非越长越好，最佳时间
段为8—9小时。

通过分析作业时间、补课时间、
睡眠时间等与学业成绩的关系，充分
表明进一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
控制中小学生作业时间、保证充足睡
眠时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双减”和教育评价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
两种不同路径，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将进一步促进“双减”和教育评价
融合共通，推进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
观、人才成长观，培养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陕西省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院长、陕西省西安市教育质量评估监
测中心主任 解慧明）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双减”和教育评价改革
都旨在使教育回归学校、回归课堂，回归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导
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正面积极回应全社会对教育改革的关切。
近年来，在陕西省西安市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西安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积极推进“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改革，
通过科学构建学生发展质量评价体系，探索出了以“双减”完善教
育评价内涵，以教育评价改革深度推进“双减”的西安模式。

构建“157”质量评价体系 推进教育评价改革
——“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学生发展质量评价的西安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