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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历时 3年，教育部考试中心牵头组织华南

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5所高校的 150余

位专家，研制完成高考评价体系。7 日，记者

从教育部了解到，《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和《中

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已于日前由人民教育

出版社出版发行。它是高考评价体系研制成

果的凝练和结晶。

考试中心负责人介绍，中国高考评价体

系主要由“一核”“四层”“四翼”3 部分内容组

成。“一核”为核心功能，即“立德树人、服务选

才、引导教学”，是对素质教育中高考核心功

能的概括，回答“为什么考”的问题；“四层”为

考查内容，即“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

力、必备知识”，是素质教育目标在高考中的

提炼，回答“考什么”的问题；“四翼”为考查要

求，即“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是

素质教育的评价维度在高考中的体现，回答

“怎么考”的问题。

通过解决高考“为什么考、考什么、怎么

考”的问题，高考评价体系对“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给

出了在高考领域的答案。该负责人表示，中

国高考评价体系是新时代高考内容改革的基

础工程、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有助于充分发

挥高考育人功能和积极的导向作用。

中 国 高 考 评 价 体 系 在 多 方 面 进 行 了

创新。

在教育功能上，实现了高考由单纯的考

试评价向立德树人重要载体和素质教育关键

环节的转变。高考评价体系从新时代党的教

育方针出发，力求运用教育评价的新理念和

新方法，在高考评价中创造性地完成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机制性设计，以及与素质

教育理念、目标和要求的体系性衔接。

在评价理念上，实现了高考由传统的

“知识立意”“能力立意”评价向“价值引领、

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综合评价

的转变。高考评价体系在多年来高考内容

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吸收中外教育发展和

评价研究的新成果，结合国家课程标准修

订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综合评价的新

理念。

在评价模式上，实现了高考从主要基于

“考查内容”的一维评价模式向“考查内容、考

查要求、考查载体”三位一体评价模式的转

变。高考评价体系创设出能够更加真实地反

映考生素质的问题情境作为考查载体，从而

形成“考查内容、考查要求、考查载体”三位一

体的素质评价模式。

该负责人指出，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紧密

衔接高中育人方式改革。比如，高考注重基

础性，强调基础扎实，促进学生系统掌握各学

科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从而促进

教学回归课堂教材，夯实学生成长的基础。

又如，高考通过开放性、探究性情境的设计，

加强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的考查和

培养，有助于高中积极探索基于情境、问题导

向的互动式、启发式、探究式、体验式等课堂

教学，有助于高中积极开展验证性实验和探

究性实验教学，助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实践能力。

该负责人强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不是

考试大纲，也不是界定考试范围的规范性文

件。它是综合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

标准而形成的考试评价理论框架。

（科技日报北京1月7日电）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发布
回答“为什么考、考什么、怎么考”等本源性问题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新华社宁波 1月 7日电 （记者顾小立）
“在与火魔的搏斗中，我将以大无畏的革命气

概面对一切，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牺

牲，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牢

记‘赴汤蹈火为人民，恪尽职守保平安’的誓

言……”一段来自入党申请书里的庄严承诺，

饱含了黄东华对消防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

爱，也是他英雄事迹的最好写照。

1977 年 11 月，黄东华出生在上海市崇明

县（今崇明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黄东华

的父亲长期疾病缠身、不能劳动，母亲一人种

地维持着全家生计开销。从小黄东华便帮着

家里干农活，靠捉蟹苗、钓黄鳝一点点攒钱供

应自己每年的学费。艰苦的成长环境磨炼了

黄东华的意志，1998 年 12 月，黄东华光荣入

伍，成为一名人民消防战士。

在短暂的军旅生涯中，黄东华爱警习武、

刻苦训练。入伍第二年，他便对大量化工火

灾的案例进行了认真研究，写出了两万多字

的学习笔记，很快成为全队小有名气的“火情

专家”。黄东华的战友们回忆，在队里黄东华

既是战斗员，又是中队训练器材库保管员。

无论什么时候，他管理的消防器材总是既整

齐又清楚。“我们新时代的消防战士，要苦练

消防本领，把灭火抢险、救援等技能真正练

好、练精，当人民生命财产遇到危险时，我们

就能以熟练的技术本领，投入到为人民服务、

创人民满意中去。”在笔记中黄东华这样写

道。

每次出警，黄东华总是出现在直面险情

的“第一梯队”中。1999 年 6 月 14 日，一家公

司发生油库爆炸火灾，入伍才半年的黄东华

冲锋在前，炽热的油水浸透了他的战斗服，身

上烫起了不少水泡；1999 年 11 月 18 日，一家

商城发生重大火灾，黄东华和战士们赶去扑

救，他第一个进入火场救出员工；2000 年 3 月

8 日，黄东华与战友在一次灭火战斗中刚把 5

名受困人员救出，火情所在的房屋楼顶就轰

然倒塌……据统计，黄东华参加过 80 多次大

小灭火战斗和上百次社会救援，先后从浓烟

烈火中救出 8 名群众，被评为“优秀士兵”，5

次受到嘉奖。

2000 年 8 月 3 日，浙江省奉化市（今宁波

市奉化区）洪峙修船厂一艘 250 吨的渔船起

火，宁波市公安消防支队奉化大队官兵迅速

赶赴现场进行扑救。由于火情较大，18 名员

工及亲属被困在船上无法脱身。危急时刻，

黄东华向在场的指挥员主动请战：“我要到底

舱救人！”

当时整个船舱犹如一只火炉，厚厚的消

防服根本无法阻挡无孔不入的热浪，到处弥

漫的油烟味令人窒息。凭着丰富的救援经

验，黄东华一点点摸索着接近了底舱受困人

员的位置，就在他准备开始救援时，意外出现

了——渔船突然发生猛烈的爆炸。“黄东华！

东华快出来！”战友们赶紧呼喊着他的名字施

救，然而却再也听不到回音，只见漆黑的浓烟

不断向船舱外喷涌……

黄东华壮烈牺牲后，团中央、公安部追授

他“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新时期优秀公安消

防卫士”称号，浙江省人民政府追授他“人民

卫士”荣誉称号。黄东华的事迹在奉化当地

引起轰动，在他生前工作过的单位，他的战友

们也深受感染。“坚决扛过英雄战友的旗帜救

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而英勇战斗，是我们永远不变的誓

言。”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奉化区大队指导员

方翘骐说。

黄东华：赴汤蹈火为人民 恪尽职守保平安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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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月7日电（实习生杨
金凤）7 日，由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

士、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

领衔主编的教材《人工智能（高中版）》，在清

华大学举办出版签约仪式。该教材将由清

华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9月正式出版发行。

据介绍，《人工智能（高中版）》精选了

8 个人工智能核心基础模块，包括搜索、机

器学习、线性回归、决策树、神经网络、计算

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与强化学习，使其与

人工智能的高等教育无缝连接，并在每一

章均配备习题与编程实验，方便同学们在

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对原理与内容的理解。

姚期智表示，《人工智能（高中版）》编

委全部来自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计算

机科学实验班（姚班）和人工智能班（智班）

教学团队，均为人工智能领域前沿专家，对

学科基础与前沿有全面、深入的把握。

据悉，2017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指出，我国新

一 代 人 工 智 能 发 展 的 战 略 目 标 为 ，“ 到

2030 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

创新中心，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取得明显成

效，为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经济强国奠

定重要基础”。要在下一轮的人工智能技

术革新中做出原创性的突破并取得领跑者

的地位，人才培养是其中的核心关键。《通

知》还提出，要“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

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

此外，2018 年，教育部在《普通高中信

息技术课程标准 2017 年版》中，将人工智

能作为课程模块加入信息技术课程。

姚期智表示，希望该教材能让高中生

掌握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基础与原理，并

在学习与实践中，以科学正确的方式进行

思考与分析，为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打下坚实的基础。

清 华 大 学 ：

9月推出面向高中生的人工智能教材

科技日报北京1月7日电 （记者张盖
伦）7 日，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近日国家

教材委员会印发了《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

设规划（2019—2022 年）》（以下简称《规

划》），第一次对各学段、各学科领域教材建

设作出系统设计。

国家教材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改

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

始终高度重视教材建设，教材组织管理明

显加强。不过，还有管理体制机制尚不健

全，责任不够明确，缺少整体规划等问题。

《规划》希望在 3 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是教材建设体制基本健全，二是教材体

系基本完备，三是教材质量显著提升。

在高校教材上，《规划》坚持以提升整

体质量为首要目标，以打造精品教材为引

领，力求全面推进不同类型高校教材建设。

一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教材体系。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建设，拓展、

细化教材品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专业课程教材建设，推进教材编审用。推

荐一批高水平学校和专家学者编写的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教材，推出一批经典论述

摘编，编写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

教材。二是打造一批反映世界先进水平

的自然科学教材。适应新形势，瞄准国家

战略需求，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

链、网络空间安全、环境科学、海洋科学、

能源科学等领域，集中力量编写一批新教

材，打造一批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经典

教材，组织推荐一批适应不同类型高校多

样化人才需要的教材，有组织地引进或翻

译出版一批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等领域

境外优质教材，提升教材的先进性。三是

适应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需

要，加强实验、实践性教材和创新创业教

育教材建设。

国家教材委：

围绕人工智能、区块链编写一批新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