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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邵焕荣

2018年，湖州首次将“科学实验

操作测试”纳入了中考，嘉兴则将综

合素质评价结果折算成分数计入总

分，而宁波扩大了“三位一体”综合评

价招生名额，比例由10%扩大至不超

过总额的20%……这是我省各地推

进中考改革带来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进入

新世纪以后，我省循序渐进地推进中

考改革，从一成不变的中等学校入学

考试到渐趋完善的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从“分数是升学的唯一标准”到建

立完善的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可以说

成效显著。

如今，一种多元且有特色的中考

评价模式已经形成，为浙江义务教育

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引。

“两考合一”转变导向
临近期末，体育课就变成语文

课、数学课；下雨天不上体育课……

以前，不少学校都有这样的教育怪现

象。而如今，这一情况大为改观。仅

台州一地，就拥有国家级学校体育工

作示范校10所、省级体育特色学校

54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80所，校园体育搞得红红火火。

魔法棒就是中考改革。2008

年，我省首次将体育科目纳入中考。

自此之后，阳光体育运动在全省兴

起，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义乌市

绣湖中学等一批批体育特色学校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中考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指挥

棒’，要开展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学生，就必须发挥好中

考的导向作用。”省教育厅基教处处

长方红峰说。而上世纪90年代中后

期，我省实行初中毕业考试与高中招

生考试相分离的办法，那时期的中考

就是单方面地为高中选拔人才。在

这样的大背景下，中考的目的就是升

学，学校重智育，轻德育、体育、美育

的现象很难得到根本性转变。

2004年，随着义务教育课程改

革的深入，我省启动了新一轮中考改

革。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建立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将原先的初

中毕业考试和高中招生考试“两考合

一”，实现“一考多用”。相比于以往，

“两考合一”后的中考更注重考核学

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成长情况。正

是这种改变，将义务教育阶段的重心

从“升学”导向了“培养”，为学校开展

素质教育打通了任督二脉。

2017年12月，省教育厅又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该意

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实践能力考

查，逐步开展外语听说能力人机对话

和科学实验测试”，以加强中小学生

“动手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的培

养，扭转“哑巴英语”等现状。早在

2010年，温州就在全省率先开始探

索人机对话的英语中考口语测试；

2018年，宁波和嘉兴也加入了这一

改革的行列。

考试成绩不是唯一
“海韵”合唱团、“武动”花剑会、

“携手零碳屋”绿色实践……在海盐

县武原中学，每到假期，学生们都会

积极主动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其中

还不乏初三学生的身影。学生小吴

说：“以前很多同学都不愿参加这样

的活动，觉得是浪费学习时间，可现

在，大家都抢着要参加。”

原来，2015年，嘉兴市教育局专

门下文，明确从2018年起将初中3

年综合素质评价情况按等第折算为

相应分值纳入升学考试总分。因此，

从入学开始，学校就为每名学生建立

了成长记录档案，包括品德表现、运

动健康、审美艺术、创新实践等4个

维度。初中毕业时，评价结果按等第

制转化为分数，经公示后计入中考得

分总分。

事实上，早在2004年，我省就提

出要建立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并将其

结果作为“升学参考”，作为国家级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的杭州市余

杭区、宁波市北仑区、义乌市率先试

点。三地的初中毕业生参加了综合

素质测评，学业考试成绩不再是他们

升入重点高中的唯一标准。而到了

2017年，综合素质评价从“升学参

考”变为“学生毕业和升学的基本依

据”，从原来的“软条件”正式变成了

“硬杠杠”。

“综合素质评价与高中招生的

‘硬挂钩’既是推动学生多元发展的

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学生自我教育的

重要手段。”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

张丰表示，经过10多年的改革完善，

我省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逐渐形成，

它正从仅仅是评价活动的范畴中突

破出来，成为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基本载体。

追求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宁波市北仑区戚家山街道毗邻

镇海区。10多年前，这里教育资源

薄弱，家长们总要想方设法地送孩子

去镇海区读书；而现在情况有了变

化，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进入

当地的学校读书。原来，北仑区推进

中考改革，采用了重高、普高招生指

标分配到各初中的办法，并逐渐将分

配比例提高到65%。

“这项举措当时的争议很大，但我

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北仑区教育局业

务科科长刘杰向记者坦言，再加上北

仑区一直以来对教育薄弱地区的扶

持，现在不少中小学都满足了学生“在

家门口上好学”的需求。目前，北仑教

育均衡发展形势良好，每年相关指数

的差异度在全宁波市是最低的。

记者了解到，从2004年起，省教

育厅就提出要推进重点高中招生名

额按一定比例分配到初中学校的举

措。随后，又要求提高分配招生名额

比例。2017年出台的最新意见更是

明确提出，“优质示范普通高中学校

分配比例从2018级学生开始不低于

60%”“招生名额要向农村初中倾斜”

等要求。

“实施高中阶段学校的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旨在规范办学、招生行为，

目的是为学生创造公平的竞争机

会。”省教育厅副厅长、巡视员韩平表

示，之所以这样调整，目的是为了大

力推进区域义务教育，尤其是初中学

校的优质均衡发展。而2018年以

来，我省又相继取消了中考保送生、

直升生以及体育、艺术、科技等奖励

类学生加分项目。

目前，新一轮的中考改革已经在

各地全面铺开，其目标就是到2020年

左右初步形成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阶段

学校考试招生录取模式和规范有序、

监督有力的管理机制，促进学生全面

而有个性发展，促进义务教育高水平

均衡和高中学校特色化多样化发展。

□本报通讯员 崔 洁 吴 芳

“心里装着普通老百姓，便坦坦荡

荡无愧迎接每一寸朝晖……”当《心里

装着谁》的歌声响彻浙江音乐学院的剧

场时，一粒粒清廉的种子也在2018级

新生心里播下了。这是该校举办的首

届“清音廉律”主题汇报演出，也是他们

进入大学后上的第一堂“人生大课”。

成立于 2016 年的浙江音乐学

院，各项工作都是从零起步，纪检监

察工作也不例外。经过两年多的实

践，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党委全力支

持，纪委积极探索，立足专业优势，打

造浙音品牌。该校纪委书记方培新

介绍：“比如我们按照践行‘四种形态’

的要求，形成了富有浙音特色的‘六

项谈话’制度，就是由党委与纪委共

同实施的，突出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和对党员干部的严管厚爱。”

这几年来，浙江音乐学院还制定

出台了《重大事项监督报备制度》，凡

涉及干部任免、人事招聘、合作办学、

大额资金使用、物资（含服务）采购等

人、财、物等重大事项，责任部门实施

前都要向纪委办进行报备。其中，报

备的内容不光涉及项目依据、规定要

求、审批材料等常规内容，还要注明

项目的廉政风险点和关键环节，并提

出相关的防范举措。

2018年以来，学校又发挥科技优

势，结合工作实践，探索开发了“监督

执纪管理信息平台”。主体责任部门

相关负责人只要点点鼠标，就能完成

重大事项报备工作。而纪委则严格

把关，并采取不定期检查的方式，对

报备的重大事项研究决策过程、执行

落实情况进行监督的再监督。

自监督报备制度实施以来，学校

纪委办共受理重大事项220项，因应

报备未报备、报备不及时等问题，

2017 年有 5 个部门被予以校内通

报。通过重大事项报备，学校及时发

现了一些苗头性问题，提出合理的整

改建议，推动了采购等重大事项的公

平、公正、公开和有关工作的规范化

管理，有效地降低了相关投诉率。

学校还立足发挥专业优势，积极鼓

励引导师生创作编排廉洁题材艺术作

品，重点打造浙音特色的“清音廉律”

廉洁文化品牌。方培新说：“一首好的

廉政歌曲，可以教育一代又一代人，产

生震撼人心的强大精神力量，就是我

们口中所说的‘以乐育人’，这既是教

育他人的过程，又是自我教育的过程。”

据介绍，今后浙江音乐学院将以

“清廉浙音”建设为契机，创作、创演

一批富有正能量的主题艺术精品，让

“清音廉律”走出校园，走向社会，积

极助力清廉浙江建设。

传清音 扬廉律

浙江音乐学院以特色打好清廉牌

用好义务教育这根“指挥棒”
——我省全面实施中考改革侧记

爸爸妈妈来献血

日前，义乌中学家委会在该校东大门体育馆组
织了“生命需要血液，爱心需要奉献”的错时无偿献
血活动。活动历时3个小时，共吸引了200余位学生
家长按年级、分批次参与无偿献血，其中成功献血
106人，累计献血量达到3.35万毫升。家长们用这
份特殊的爱助力学校精神文化建设，给学生们做行
为表率。图为学生家长在献血。

（本报通讯员 方笑娟 摄）

我省24地

通过语言文字规范化验收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 舰）日前，诸暨等24个县（市、区）

通过考核验收，被评为我省2018年区域推进语言文字规范

化县。其中，绍兴市的6个县（市、区）全部验收通过。

此次通过考核的24个县（市、区）在顺利通过国家语言文

字三类城市评估验收的基础上，率先开展了区域推进语言文

字规范化工作，因地制宜地将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由城市延

伸至农村地区。作为首个整体通过语言文字规范化验收的

绍兴市，是全省最早开展乡镇农村语言文字规范普及工作的

地区。通过坚持逐级建设语言文字规范化学校、乡镇和区

县，该市大大提升了全社会用语用字水平。

据介绍，我省于2014年通过了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工

作城市评估，被教育部和国家语委授予普通话初级普及、

汉字社会应用基本规范达标省。随后，及时将语言文字工作

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提出了以城带乡，开展“区域推进语言

文字规范化”试点工作。截至去年年底，全省学校语言文字

规范化达标率为88%。

李焯芬院士全职加盟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本报讯（通讯员 刘淑芬 李 炜）1月9日，中国工程

院院士、加拿大工程院院士李焯芬正式全职加盟浙江大学

宁波理工学院。这是自2017年年底以来在甬高校引进的

第5位全职院士。

李焯芬是该校引进的首位全职院士，将担任新成立的宁

波大湾区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科学家。李焯

芬是国内外著名的土木与水利工程专家，曾任加拿大皇家学

会与加拿大工程院自然灾害减灾委员会主席，在国际学术期

刊及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200多篇，参与中国多个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如大亚湾核电站、三峡工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

的可行性论证工作。

新近成立的宁波大湾区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由浙

大宁波校区、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浙江省工程勘察院等校企

合作共建的，分设宁波大湾区环境地质与灾害防治研究所、

城市交通与地下工程研究所、环境水利与生态海堤研究所和

土木工程新材料开发研究所等4个研究所。

1月10日，德清县武康街道妇联联合千秋幼儿园
开展“冬日暖心，情暖腊八”活动，让孩子们通过认食材、
烧腊八粥、印福字、听故事等，感受我国传统节日的文化
氛围。 （本报通讯员 王 正 摄）

温州

教育规划用上大数据

本报讯（记者 金 澜 通讯员 夏雯雯）日前，由温州

市教育基建中心负责开发建设的温州市教育设施规划建设

决策辅助系统通过评审验收，这标志着温州教育大数据应用

化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该系统按照“市区联动、统分结合”的原则进行建设，采

取“市里主建、区里主用”的方式，以“数字温州”为底图，将现

状教育设施、教育专项规划设施、控规教育设施等专题图及

数据进行叠加，并以在线方式调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数

据、现状房屋面数据用于相关功能的后台分析数据支撑，设

有教育设施规划建设大数据屏、数据桌面、常用地图、专题

图、查询、搜索、统计、辅助分析、数据管理、系统管理等十大

功能模块。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具备校舍预警、饱和预警、现

状预警、规划预警、建设预警等预警功能，能早发现、早应对

就近上学难等问题。

同时，该系统实现了规划部门和教育部门之间的数据共

享和动态更新，一些原需要两部门协调调用资料、统计汇总

的数据，例如涉及某街道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配套教育设施数

据，通过该系统几十秒内就能共享，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据悉，目前该系统已覆盖鹿城、龙湾、瓯海以及浙南产业集聚

区等范围，未来将覆盖温州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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