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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要我经历的课程标准实施后的高考改革
要要
教育部考试中心 任子朝

我国从 2004 年起进行高中课
程改革实验袁 实行国家课程标准遥
2007 年开始有课程改革后的考生
参加高考遥 为促进素质教育的深入
开展袁适应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的逐
步推广袁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培
养各类创新人才的迫切需要袁适应
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的需要袁普通
高考进行了实施课程标准后的改
革遥
在课程标准的制定阶段袁我就
参加了数学课程标准的制定工作遥
位于北京大兴的校长大厦是课程
标准的研究制定基地袁 因为常去袁
所以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很熟悉遥 随
着 2004 年课程标准开始实验袁为
顺利实施课程改革后的高考袁考试
中心开始了制定叶考试大纲曳的工
作遥

制定叶考试大纲曳
在叶考试大纲曳的制定过程中袁
我们首先遇到的是知识内容问题遥
课程改革后的高考根据课程标准
的基本要求袁拓展知识内容袁妥善
处理必修与选修的关系袁合理确定
选考内容遥
高考以课程标 准 为基 础 袁增
加了很多现代的学科内容袁 完成
了知识内容的更新遥 例如袁化学增
加了有机化学中现代分析方法尧
核磁尧红外等内容曰语文扩展了阅
读文体的种类袁 语言知识性内容
减少袁不单纯考查记忆袁而是在应
用中进行考查袁增加了阅读曰地理
增加了地理信息技术曰 数学增加
了算法尧推理与证明尧三视图尧框
图等内容曰 生物增加了现代生物
技术尧克隆技术尧胚胎工程尧生物
工程等内容遥

增加选考内容
本次高考改革的另一亮点是
增加了选考内容遥 这次课程标准的
一个明显变化是设置了选修专题袁
如数学设置了几何证明选讲尧坐标
系与参数方程等 10 个专题遥
高考如何处理选修内容是高
等教育方与基础教育方争论的热
点遥 高等教育方认为袁高考是多样
性的统一袁 只有采取相同的内容尧
相同的标准袁才能保证考试选拔的
统一性和公平性遥 基础教育方认
为袁课程内容要突出选择性袁就是
在保证每名学生达到共同基础的
前提下袁各学科分类别尧分层次设
计多样的尧可供不同发展潜能学生
选择的课程内容遥 大纲制定过程中
两方达成共识袁兼顾高等教育和基
础教育的特点袁妥善处理统一性和
选择性的矛盾袁 合理设置选考内
容遥 据此袁高考各个学科的叶考试大
纲曳都设置了选修内容袁在试卷中
设置了选考试题袁为每名考生提供
了选择的机会遥 考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情况和特长袁 选择相应的模块袁
进一步体现高考的选择性遥
大纲初稿完成后就是征求各
方面的意见袁 为此我曾四赴宁夏袁
五下海南遥
记 得第 一 次去 宁 夏 是 10 月
份袁 第二天就觉得嘴唇干得厉害袁
特别难受袁原来是宁夏气候太干燥
了遥 没办法袁从来没有用过唇膏的
我只好将宾馆的润肤露抹在嘴唇
上遥 海南则是另一番感受遥 10 月的
北京已是潦水尽而寒潭清的金秋
时节袁而海南还是在水天泽国的季
节袁没带雨伞只能淋着袁鞋袜湿了
只能沤着遥

经过两年的艰苦鏖战袁大纲终
于出炉面市遥 对命题人员来说袁这
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袁接
下来是更加严峻的命题任务遥 例如
选考题的设置袁海南要求将三个选
考题顺序编号袁即第 22尧23尧24 题曰
宁夏则要求在 22 题 的 统一 题 号
下袁分别编为 A尧B尧C 三题遥高考命
题完全满足了两省的不同要求遥
选考题的不同编号方式只是
形式的变化袁高考命题更深刻的变
化是考核目标和命题方式的变
化遥 高考各学科根据课程标准的
学科能力要求袁 研究学科能力与
综合能力的要素和结构袁 建立我
国普通高考所应考查的能力体
系遥 各学科确立本学科的能力考
查目标袁设定学科能力因素袁设计
能力层级遥 在高考中主要考查考
生的学习能力尧实践能力尧创新能
力和探究能力袁 同时更加注重考
查考生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袁
以及分析尧解决问题的能力袁体现
高考的选拔功能遥
加强探究能力的考查是高考
能力考查最重要的变化遥 高考各科
开发新型试题, 拓展考生思维空
间曰提供新的信息袁考查考生获取
信息尧加工信息的能力曰从考生已
有知识结构出发,推陈出新,考查考
生的创新能力曰设计富有时代气息
的现实情境袁考查应用能力遥 例如袁
文科综合给出了一句话院野信则有袁
不信则无遥 冶要求对这句话进行判
断袁并根据所学哲学知识说明理
由遥 在评分参考中规定只要考生运
用原理正确袁得出恰当的结论都可
给分遥 因此本题的答案是袁渊1冤这个
命题不正确曰渊2冤 这个命题正确曰
渊3冤这个命题正确与否要看如何定
义野信冶或野不信冶以及野有冶或野无冶
的概念遥 理科综合试卷则以野同一

品种的西瓜种植在非生物因素相
同的两块土地上袁但单位面积产量
差别很大冶为背景袁要求考生根据
所学知识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
题袁以探究两块土地上西瓜产量不
同的原因遥
为科学体现考查要求袁准确实
现考查目的袁我们还对考试技术进
行了科学研究袁 包括命题技术尧题
型功能和试卷总体设计等遥 研究各
种试题的命制方法袁 上面的探究
题尧开放题就是新的命题技术的成
功体现遥 试卷结构是考试要求的载
体袁包括试题内容比例尧题型比例尧
难易比例尧选考内容的安排等遥 高
考各科根据考试的能力目标和知
识目标的考查要求袁确定相应的题
型遥 特别是在强调探究能力的目标
要求下袁研究开发新的题型袁通过
有效的题型使能力考查落到实处遥
研究各部分内容尧 各种题型的比
例袁优化试卷结构袁实现考查目的遥

预测和控制难度
试题尧试卷的难度预测和控制
是另一个重要的任务遥 难度只是评
价试题尧试卷的一个指标袁但社会尧
教师尧学生高度关注袁特别是在课
改后的第一年高考袁对难度的调控
真是如临深渊尧如履薄冰遥 各学科
组采取了专家个人预估尧小组讨论
评定尧反复研磨调整的策略袁使试
卷难度保持在合理的水平遥
第一年课改后的高考首战告
捷浴 在随后的各年袁由于全国各省
课程改革的进度不同袁 所以从
2007 年起袁 每年都有若干省市进
入新高考的序列袁考生人数不断增
加袁常模不断变化遥 因此袁每年命题
都要衡量新加入省份考生的水平袁

评估全体考生的水平袁制定相应的
难度控制方案袁使试卷难度与考生
的总体水平相吻合遥
实行课程改革后袁等值也是一
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遥 等值有三项
内容袁一是高考各科的难度均衡问
题袁二是综合科目中各学科的难度
等值问题袁三是同一科目不同选考
专题之间的等值问题遥
选考题之间的难度要求平衡袁
因为高考不能试测袁所以通行的做
法是袁 以专家判断的内容难度为
准袁并适当考虑考生对试题类型的
熟悉程度和教学难度遥 由于每年选
择每个专题的人数不同尧 水平不
同袁一个题目难可能是由于题目本
身难袁也可能是因为选考这个模块
的考生水平低袁反之亦然遥 为剔除
考生水平对试题难度的影响袁我们
采用了协方差分析的方法袁使各选
考题的难度基本平衡遥
本次高考改革在对考生的评
价方面体现了综合性尧 多样化袁考
试内容改革体现了选择性和科学
性袁选拔手段体现了科技性尧创新
性袁成为我国高考改革历史上的一
座里程碑遥
野长风破浪会有时袁直挂云帆
济沧海遥 冶2014 年 9 月袁国务院发
布叶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曳袁提出野到 2020
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
试招生制度冶遥 而课程标准的修订
工作正在紧张尧有序进行袁2017 年
在全国实施袁 到 2020 年将有使用
新课程标准的考生参加高考遥 课程
标准实施后的高考改革为我们提
供了宝贵经验袁国务院的文件提出
了高考改革的任务袁 坚冰已经打
破袁方向已经指明袁我憧憬着尧期待
着 2020 年考学相长尧 相得益彰的
教育的春天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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