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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盖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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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黑科技”

6 月 7 日，2021 年高考如期举行。今年全国

高考报名人数为 1078 万人，新增八地开启“新高

考”模式。

教育是国之大计，高考又牵动人心。与高考

相关的人和事，总是容易掀起讨论的热潮。

每年高考前后，都会有人因为各种原因“走

红”。今年 5 月底、6 月初，就有 2 个人或多或少

因为高考话题而获得公众关注，甚至陷入舆论

旋涡。

他们的背后，其实也是我们想探讨的高考

之问。

第一个热门人物，正是要走上高考考场的衡

水中学学生张锡峰。

他的走红，源于他曾在录制一档节目时发表

的一场励志演讲。

在这场演讲中，高中生张锡峰台风稳健，

表达能力也了得。他回应了外界对衡水中学

培养“考试机器”的质疑，宣扬自立、自强和奋

斗精神。他要和人生的起点抗争，成为父母的

骄傲。

张锡峰说，高考对他来说是改变命运的奋力

一击。他要通过这次考试，重新掌握人生，获得

资源的分配权。

但这个比喻，让张锡峰陷入了争议之中。这

番争议，也引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高考，

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它考的是什么？

从官方文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1 月 31 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要深

化高校考试招生改革。2021 年高考命题要坚

持立德树人，加强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考查和引导。要优化情境设计，增强试题开

放性、灵活性，充分发挥高考命题的育人功能

和积极导向作用，引导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

刷题”现象。

曾任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的姜钢认为，高考

的核心功能是“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

学”。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决定高考的

前行方向和发展轨迹。服务选才和引导教学，则

建立在坚持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前提下，是

高考实现立德树人核心功能的两个基本手段。

高考必须始终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于

高等教育的人才选拔要求，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

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注重对实践

能力、创新精神等综合素养的考察，助力高等教

育对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从而实

现高考所承载的选拔功能与政治使命，助推高等

教育发展。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陆亭也

曾撰文指出，教育的基本要义是成长，正确的

方向是健康成长的保障。他认为，高考不应再

强调筛选功能，而是要引导学生根据自身特点

进入不同类别的高校学习。高考，并非将人

“分层”，而是“海阔凭鱼跃”，让青年们发挥所

长、特色发展。

“ 不 应 再 赋 予 和 强 化 高 考 改 变 命 运 的 功

能。”教育学者熊丙奇呼吁，高考改变命运的说

法，无形中堵死了更多选择，也无视了高考之

外的成才选择。教育应该帮助学生提升能力，

完善自我认知。拥有了更高的能力和积极的人

生价值观，就能拥有改变生活、创造未来的能

力，这本质上和升学无关。他强调，把改变命

运寄托在高考上，从社会层面看，是强化唯升

学论、唯学历论，不利于孩子的发展成才。而

学生长期抱持这样的观念，容易单纯将同龄人

视作竞争对手，看成改变命运路上的阻碍，反

而会影响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当然，希望这场讨论没有影响到张锡峰，愿

他能在考场上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

韦东奕，北京大学校园内“扫地僧”一般的存

在，在数学圈内被尊称为“韦神”。

有人调侃，一般人解数学题用笔，他解数学

题，只需要用手在虚空中“结印”。

韦神的标志性用品，是个 1.5 升的矿泉水

瓶。他最近突然在社交网络上走红，是因为拿着

馒头拎着水瓶接受了一段简短的采访，为高考生

送上一句简单的祝福——欢迎来到北京大学，我

也不会说别的。

“韦神”2010 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

院，2014 年本科毕业后保研继续在北京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2018 年博士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北

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作博士后研究，并于 2020

年入职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他曾斩获国际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获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

赛金奖。

韦东奕的走红，其实也带来一个问题——基

础拔尖创新人才，要怎么培养？

高考担负着“引导教学”的功能，通过改革考试

内容，加强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着重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

加工、语言表达和写作等关键能力。

从 2020 年起，我国开始施行强基计划，遴选

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试点。强基计划主要选拔

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

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

作用，由有关高校结合自身办学特色，重点在数

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

关专业招生。今年，已经是强基计划的第二年。

2021 年年初，教育部公布第二批基础学科

拔尖学生培养计划（以下简称拔尖计划）2.0基地

（2020年度）名单，在首批遴选建设 104个基础学

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的基础上，再新增 95 个基

地，拔尖计划 2.0两批共遴选 199个基地。

高考，是拔尖计划人才选拔的重要渠道。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指出，选、培、评是

拔尖计划 2.0 聚焦的三个关键环节。在选拔上，

通过入校后二次选拔、高考“强基计划”、高中“英

才计划”等渠道选鉴对基础学科有志向、有志愿、

有志趣的拔尖学生，让异“才”纷呈、脱颖而出。

今年 5月，教育部又公布首批未来技术学院

名单，涉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天津大学等 12 所高校。未来技术学院建设

要瞄准未来 10年—15年的前沿性、革命性、颠覆

性技术，突破常规、突破约束、突破壁垒，强化变

革、强化创新、强化引领，着力培养具有前瞻性，

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技术创新领军人才，推动从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为建设高

等教育强国、服务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建辉表示，未来

技术学院，注重基础，也瞄准未来。成立学院的

关键，是遵循 2 个规律，一是遵循科技创新本身

的规律，二是遵循人才培养的规律。

在科技创新方面，要重基础。马建辉说，只

有把基础问题解决了，才能解决那些最前沿的技

术问题。所以，未来技术学院和基础科学研究，

其实一脉相承。另外，还要重学科交叉，很多科

学性问题，本身是属于综合性问题，而创新，往往

涌现在学科交叉地带。

“创新人才的培养必须要在创新的环境中，

光靠教学是不行的，一定要以强大的科学研究实

力为支撑。”马建辉认为，做未来技术学院，要强

调科教融合、产教融合。要让学生早进实验室、

早进团队、早进课题组，早接触科技前沿；要实行

个性化、小班化和国际化教学，实行导师制、学分

制和书院制。

高考重要，但人生路毕竟漫长。高等教育仍

要接力，去将一个个心怀憧憬的少年，培养成党

和国家期待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祝福并相信，每一

位高考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上大学后，拔尖创新人才怎样培养？

他们走红的背后他们走红的背后，，有这些高考之问有这些高考之问

◎吴纯新 本报记者 金 凤 陈 科 刘传书 刘志伟

炎炎夏日中，全国各地开启了 2021 年的高考“大戏”。今年高考重

新回到 6 月，各地却又迎来不少新的变化，今年全国共有超千万人参加

高考，8 个省份加入“新高考”大家庭，这既是对学生的考验，也是对高

考考务人员的考验。各地考点纷纷亮出科技“神器”，保障高考的顺利

进行。

南京：几秒钟就能验证考生信息

能通过人脸识别考生身份的“考务通”、屏蔽考场通信信号的屏蔽仪、

监控考场动态的定焦数字显示屏……6月 6日，走进南京雨花台中学高考

考点，考务人员正在做考前最后的准备，迎接 2021 年高考的到来。科技

日报记者现场发现，在考生进场、考试的各个环节中，一件件科技“神器”

为这场大考筑起公平、安全的“盾牌”。

6 月 6 日上午，记者跟随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实地探访了南

京雨花台中学高考考点，亲身感受了一遍高考全流程。

走进雨花台中学考点的考务室，每张桌子上放着一只透明的考务箱，

内有金属探测器、网线、橡皮、小刀等文具。“每个进入考场的考生，都要在

考场门口接受金属探测器的检查。”雨花台中学考点主任赵光辉介绍，如

考生无意中携带了禁带物品，检查过程中出现报警声，监考人员会询问考

生并要求考生出示相关金属物品，对原检查部位再次复检，确定无禁带物

品后，考生再进行下一步的身份验证。

进行身份核验的，是一部名为“考务通”的电子设备，它竖立在考场门

口。赵光辉介绍，当考生手持身份证靠近“考务通”时，设备将进行人脸识

别，并显示考生的姓名、考号、证件号码，考生身份核验通过后，才能进入

考场落座。身份验证过程快速高效，仅需几秒钟的时间。

成都：超声波助力考场供电保障

为保障高考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科学制订

高考电力保障方案，强化设备运维保障，做好优质服务和应急抢修处置，

为四川高考学子提供电力护航。

6 月 3 日，在成都七中（林荫校区）、成都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等高考

考点，国网成都供电公司的电力员工收集了解学校用电情况，联合校方对

学校高压配电房、不间断电源监控室等进行考前“体检”，确保电力设备零

缺陷运行。自高考保电工作开展以来，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已对 174 个考

点、招生办、考生食宿点开展了用电检查，开展红外测温 1600 余次、超声

波局部放电检测 362次。超声波局放检测是一种有效检查所有电力系统

的技术，它可检测出运转设备故障、振动、泄漏及电气局部放电所产生的

高频信号，并使用独特外差法将这些讯号转换为音频信号，让使用者通过

耳机来听到这些声音，并通过指针指示强度。“高考期间，如果考场出现故

障停电，学校内部配置的 UPS应急供电装置会自动投切，确保播音室、监

控设备不间断供电，为考场正常用电提供保障。”国网四川电力设备管理

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

针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国网四川电力还结合考场周边电网结构、

生产生活环境等因素，统筹安排 188支应急抢修队伍、1200余名抢修人员

随时待命，还将为重点考点配备 54 辆应急电源车、200 余台发电机、38 台

UPS应急供电装置，进一步提高高考期间供电可靠性。

深圳：疫情防控覆盖考场全环节

为确保 2021年高考考场疫情防控到位，深圳制订了高考疫情防控预

案，对考前、考中、考后各环节提出了明确要求。

据介绍，深圳市有住宿条件的中学，高三的考生和老师考前 14 天统

一在校内住宿；没有在学校住宿的考生，考生及其家长要严格做到家庭、

学校两点一线的往来。考前 60分钟，考生佩戴口罩，提前打开粤康码，沿

体温检测通道分散有序入场，并且保持一定间隔，避免聚集。

对于重点人群，深圳采取了更严格的防控标准。健康条件允许的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的考生将被安排在深圳医疗机

构设置的隔离考场考试。在这些特殊的考场内，医务人员将加强管理

和服务，安装监控录像设备，考试结束后对试卷进行消毒处理。密切接

触者、次密切接触考生则将被安排在深圳防疫隔离考点考试，往返考场

须提供考前两天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考生使用专用车辆闭

环接送。

深圳设有常规考场 1664间，备用隔离考场 138间。据了解，深圳全部

高考考点均已完成标准化建设，实现“四个全覆盖，七个百分百”，即考场

空调全覆盖、百分百正常运转，考场高清视频监控百分百全覆盖，考场人

脸识别身份验证百分百全覆盖，考点、考场手机等通信设备检测及屏蔽百

分百全覆盖，考场网络信息点百分百实现互联互通，极端天气应急预案百

分百覆盖各考点各考场，试卷保密室试卷“分科入柜”存放百分百全覆盖。

武汉：互联网平台为高考提供“指南”

6月 7日，武汉 6.19万考生高考开考。6月 6日，记者在武汉市第六中

学考点看到，入口处设有红外测温通道，配备摄像和测温仪等设备，并配

有空调，保持通道温度适合。在体温异常留观室，安排防疫副主考全程跟

踪服务，其间，再次测温并视情况安排考生按时参加考试。

考试期间，武汉交警部门通过各类媒体及“武汉交警”双微平台，提前

发布道路交通出行指南，实时发布路况信息。联合高德、百度等导航服务

商，在地图上标注考点，开展“考点静音计划”，在导航中增加“考试期间禁

止鸣笛”提示，为送考车辆提供最优路径导航。

科技加持

各地护航高考有妙招

66月月77日日，，在广西南宁市第二中学新民校区考点在广西南宁市第二中学新民校区考点，，老师老师
（（左左））与考生击掌与考生击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曹祎铭摄摄

交警帮助行动不便的考生进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第二中学（西校区）考点。 新华社记者 贝赫摄

在北京市陈经纶中学考点，一位考生（右）在考前
与送考老师交流。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在贵州省贵阳市乌当中学考点，考生和送考老师
拥抱。 新华社记者 陶亮摄

正在考点现场执勤的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民警
为考生加油打气。 新华社记者 李博摄

在吉林省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考生家长拍
摄监控画面。 新华社记者 张楠摄

高考表情包

高考要引导学生根据

自身特点进入不同类别的

高校学习。高考，并非将

人“分层”，而是“海阔凭鱼

跃”，让青年们发挥所长、

特色发展。

今年高考，全国甲卷的语文作文以《可为与

有为》为主题，题中写道：“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

历程。在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中孕

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已经深深融

入我们的血脉和灵魂……我们景仰的革命烈士

如李大钊、夏明翰、方志敏、杨靖宇，我们学习的

榜样如雷锋、焦裕禄、钱学森、黄大年，等等，都给

予我们精神的滋养和激励……”

钱学森、黄大年等杰出科学家代表“走进”了

今年的语文作文试题中。纵观中国共产党走过

的百年历史，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科技

工作者才真正实现了科技报国、科技兴国的人生

抱负。而我国科技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背后，

也闪耀着一代代科学家们奋斗的光辉。

在戈壁荒漠的风沙里，在深海的惊涛骇浪

中，在大山深处的密林内，科学家们把他们最美

好的年华，投身到祖国的科技事业中，那些“用热

血去守护、用生命去捍卫”的故事深深影响了一

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

在语文课本中，有报效祖国的赤诚——“从

1935 年到 1955 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待了 20

年。这 20年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生活上拥有丰厚的待遇。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

他养他的祖国。”（《始终眷恋着祖国》，苏教版八

年级语文上册）1955 年，已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

的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放弃优渥生活，毅然返

回祖国参加国防建设。

在语文课本中，还有对理想和信念的执着——

“美国学者唐·帕尔伯格在他《走向丰衣足食的世

界》一书中写道：袁隆平使‘饥饿的威胁在退却，

袁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喜

看稻菽千重浪》，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为了

解决全人类的温饱问题，袁隆平坚持真理，敢于

挑战权威，矢志研究杂交水稻，引领了一场世界

范围内的“粮食革命”。

从钱学森、邓稼先到袁隆平、钟南山，在他们

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科学家的职业选择和研究方

向无不彰显着报效祖国的崇高精神。所以，让科

学家“走进”高考语文作文题，既是对他们开拓我

国科研事业的肯定，同时也是对高考学子的一种

激励与引导，希望高考的学子能够领悟其中的科

学家精神，踏着前人的脚步，继续承担起科学探

索的伟大事业。

实际上，科学家精神中的创新精神，可激

发学生的创新意识，释放新时代青年的创造活

力；求实精神，可教育引导学生以探索真知、求

真务实的态度求真问学、练就真本领；奉献精

神，能教育引导青年积极践行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在优秀科技工作者事例的感

召下，积极作为、主动担当；协同精神，有助于

教育青年增强团队意识，坚定合作共赢的理

念，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促进合作共赢；育人精

神，则能帮助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促进青少年成长成才。

各地学校在教育实践中都很重视科学家精

神。以“钱学森班”为例，目前已在西安交通大

学、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落地生根。“钱学森班”在弘扬钱

学森精神的基础上，在教育培养模式上也考虑科

学家精神的培养，重点加强学生理性思维、数学

建模、物理洞察等能力的培养，便于学生日后的

进一步学习和深造；实行导师制，按本硕连读进

行培养；为学生制订个人学习计划，实行个性化

人才培养，因材施教，配备优秀教授团队，倡导并

实践学术批判、人文包容。

面临百年未有之时代大变局，新时代赋予

广大青年新的历史使命。大力弘扬科学家精

神，可激发青少年的爱国心和坚定的报国志，

并转化为创新创造的不竭动力，让更多青年勇

做科技报国的践行者，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筑梦人。

领悟这些，大概是答好这道高考题的关键

之一。

创新人才培养期待更多科学家“走进”高考题
◎陈 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