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18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一年级开始，将实施全
省统一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
和高考综合改革，2021 年就将实行新的高考政

策。这也就意味着从今年9月进入高一的学生将不再文理
分科，而是从物理、化学等6门课程中选择其中三门功课参
加高考，“综合评价”还将成为高校选拔学生的参考依据。

延续了41年的高考制度为何要改变？取消文理分科
是否对学生来说意味着增加了学习负担？“综合评价”如何
保公平？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省政协委员、成
都树德中学校长陈东永。

高考改革·观点 学生应多思考未来人生
而非眼下的利益

记者：高考选拔制度为何要改变？
陈东永：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提升教育

质量、人才培养这两个目的。很多大学其实非
常看重学生接受通识教育，如在高中阶段过早
地确定文理分科，削弱了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和
保障性，对人才培养有很大的影响和制约。

对今年秋季进入高中的学生来说，未来的
高考是从“理化生史地政”六门学科中任选三
门，这种教育模式使得学生的基础知识结构能
够得到保障，这既是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改
革，也是致力于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时，改革是
为了更好地面向每一个学生，强调了学生在教
育中的个性化，以及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

记者：取消文理分科，是否意味着增加学生
的学习负担？

陈东永：在已有推行高考改革选科走班的
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学生的负担
在高一的时候有一些加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学生需要学习的学科相对较多。

其实很多知名高校的学生，进入大学的前
两年要学习所有学科，尤其是数学、语言、物理
等，这些学生共同的感受都很辛苦。但是对学
生来说，不能老是去想我毕业之后要找一个什
么样的工作，能不能挣钱？而是要想到把现在
的基础打好，在这样的认识下来看待负担，在现
阶段看似有点沉重的学习，实际上是值得投入
的阶段。而如果把打基础的学习量忽略了，表
面上看当下可能轻松了，但是未来可能会走得
艰难一些。

高考改革成功标志：
从绝对分数控制中走出来

记者：此次高考改革，是否能够实现一直在
提倡的素质教育选拔？

陈东永：这就涉及到把综合素质评价纳入
到高考录取中的问题，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将对
高考录取提供参考依据。综合素质评价就是素
质教育的导向，有了这一导向，其实也会对学校
的教育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综合素质测评强
调了形成性评价，强调过程性记录以及学生的多
种纬度发展，这都有助于引领学校、引领教育往
素质教育的方向前进，当然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不
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记者：综合素质评价是一种不太容易量化
的评价标准，高校如何保证公平公正？

陈东永：这是很多学校，家长和学生所担忧
的问题。其实每一所大学都是不同的，对于人
才的选拔标准也有所差异。比如有的学校看重
学生的领导能力，有的学校强调学生掌握自然
科学、工程技术等等，大学可以选择适合他这所
学校的学生，而不是说每一所学校都要按照同
一种规格来选拔学生。

正是因为原来同一种标准的选拔，会把不
少学生不曾看见的天赋、潜力和素质忽视了，而
综合素质评价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让
每一个学生有发展和成功的机会。

对于人才的选拔，每所大学都会有自己的
价值理念，这种价值和制度的多样性才使得更
多的学生有出彩的机会。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
讲，大家思考到公平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应该想
到，多样性的选拔机制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多的
机会。大家都不要把分数盯得很紧，曾经一名
树德中学的学生考上了南开大学，在校期间创
办了几家公司，还获得了五四劳动奖章，而实际
上他在树德中学并不是最拔尖的学生，正是因
为南开大学的评价体系，让这名同学有机会脱
颖而出。

记者：如何来判断改革是否成功？
陈东永：要让学校从绝对的分数控制里面

走出来，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次改革就胜利
了。现在的每一次考试都要给学生排名，这种
考核方式对学生，对学校来说是很压抑的，让教
育、让学生、让家长处在一个不能呼吸的教育环
境当中。此次高考改革最有益之处就是不再用
单一的价值尺度去对比，因为学生选择考试的
科目不一样，相互之间不具有可比性。

通过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凸显教育的个
性化，从而改善教育环境，师德教育质量真正意
义上得到改变。使学校、教师、家长、学生从绝
对的分数比较上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心
灵更加自由，学习更加自由，每一个学生都会寻
找适合自己的方向去奋斗、去攀登，有助于改变
整个教育价值观、教育的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的
教育学理念。营造一个自由呼吁的环境，遵从
与自己的内心去学习、去实践。

当然，任何改革都是有难度的。相信在此
次高考改革过程当中会遇到未曾设想过的问
题，但正是因为有了改革，才去思考这些问题，
为未来有进一步的优化和改革积累经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寰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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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关注的是，四川今年已经进入新高考改革时代，针对
第一批试点城市出现的物理‘弃考’潮，如何鼓励四川的学
子勇敢报考物理？”1月24日下午，来自民盟界别的政协新委
员、四川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副院长朱建华，带来了近3000
字的提案，唯一目的是支招“拯救物理”。

数据>>>
试点城市选考物理人数
从82%降到40%

朱建华也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引发他的担忧是来自第一
批新高考改革试点城市的数据。

在新高考下，“6选3”呈正态分布，各科难
易程度取决于单科报考人群的整体水平。

新高考第一批试点区域：浙江和上海。
2017年，浙江省29.13万高考考生，其中选考物
理的只有8万人；在上海，选择物理科目的考生
仅占总考生人数的30%。而在浙江某市，甚至
出现只有几百个学生报考物理的现象。第一批
试点城市来看，选考物理的人数从82%下降到
40%，后面两届还有可能下降到30%，这种下降
可以说是“断崖式的下降”。2018年，四川也进
入新高考改革，物理学科也正在迎接挑战。

分析>>>
物理学习难度大
不容易取得高分

“物理的学习难度大，需要学生投入的学习
精力多，而即使学生投入多，取得物理高分也不
是容易的事。”朱建华分析，从“总分最大化”的
角度看，物理仿佛是“尖子生的特权”；对于物理
成绩普通的学生，选择物理更像选择了“一次冒
险”。但是，物理学科对学生思维能力方面的培
养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学生现在对物理的
学习，将奠定国家未来科技力量的基础。“当然
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但在实际工作中，和家长、
学生进行了综合评估后，不得不做出放弃物理
的选择。”

“在等级赋分的制度下，竞争更激烈，物理
将陷入一个‘死循环’：科目难，选择人少，原始
分高，但排名未必高，加剧了这门课获得高分的
难度，这将导致更多学生弃考物理，最后或许最
好的学生也不敢选考物理。”朱建华表示。

建议>>>
实行选考科目
差别化赋分机制

朱建华关注到了浙江省的政策调整，针对
浙江省高考学生选考物理人数大幅下降的问
题，2017年11月，浙江省发文，率先建立物理
选考科目保障机制，按2013年至2017年全国
高校授理学、工学学位专业在浙江高考录取考
生的平均人数，对物理选考科目设置保障数量
6.5万。就是说，当物理选考科目某次考试赋分
人数少于6.5万，将以6.5万（而不是实际人数）
为基数，按规定比例计算各等级人数，从高到低
进行等级赋分，满足省内外高校在浙江省选拔
培养理工科类专业人才最基本的生源所需。

因此，朱建华建议四川省也可参照该思
路，统计近五年全国高校授理学、工学学位专
业在四川高考录取考生的平均人数，确定物理
选考科目保障数量；另一个改进措施是实行选
考科目差别化赋分机制，在各选考科目中适当
提高物理的总分值，增加物理分数在高考录取
中的权重，鼓励更多的高中学生选修和选考物
理，为国家、四川科技的长远发展提供更多高
素质的人才。

他同时提到，在现行的高考模式下，考生不
必思考将来所从事的专业，学生是以考进某个
大学为目标而进行备考。而在新的高考模式
下，就要求考生对自己今后的专业有一个清晰
的规划，以专业为主要目标进行备考，兼顾开设
此类专业的不同高校。

四川省高考综合改革方案中规定考生根据
本人兴趣特长和拟报考学校及专业要求，实行
选考科目“六选三”计入高考总成绩。这对学生
而言，意味着提前三年就要开始为自己的大学
专业、未来职业进行规划。因此提议，在中学建
立导师制，最好能够对学生提供一对一指导，将
职业生涯规划课落到实处，对学生进行学业规
划、职业规划、生涯规划指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摄影柴枫桔

高考改革·痛点

朱建华

“建议实行选考科目差别化赋分机
制，在各选考科目中适当提高物理的总分
值，增加物理分数在高考录取中的权重，
鼓励更多的高中学生选修和选考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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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委员、四川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副院长朱建华谈高考改革：

“6选3”致物理“遇冷”
建议科目差别化赋分，鼓励学生选考物理

省政协委员、成都树德中学校长陈东永：

不用单一的价值尺度衡量学生

省政协委员陈波：
成立专项基金
让中小企业真正融到资

省政协委员、省商会副会长陈波带
来了关于如何促进小微企业的发展的
提案。他认为，资金和人才是中小企业
发展的救命稻草，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
不了，那么企业很难发展起来。

如何破解融资难和留不住人两大
难题？陈波的提案提出，创立中小企业
专项基金完善融资手段、完善人才评定
制度。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首先需各界共
同出力，成立针对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
专项资金，在资质担保等各个环节简政
放权，确保中小企业在需要资金支持
时，能够轻松融到资。同时，对于一些
创新能力强、科研水平高的小微企业，
政策要适当倾斜，真正实现股权、知识
产权、专利、人才等各方融资。

其次，在人才保障方面，政府应当
出台相关政策，制定中小微企业人才
评定标准细则，由专门的机构进行管
理，让中小企业也能参与到人才的评
定当中来，通过专业知识水平、技能的
认定，统一标准，方便各小企业之间人
才的流动和竞争，这样才能真正留住
人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秀江
实习记者 刘旭强

省政协委员岳凡宋：
将养老机构
纳入新建小区配套

省政协委员、四川金普林税务师
事务所所长岳凡宋，带来了关注养老
问题的提案。他建议，养老机构应该
临近社区建设。在老旧社区，可以把
废旧物业改造成养老服务场所；新建
小区，则应该在规划时，就把养老机构
纳入小区规划。

岳凡宋说，他之所以关注到养老问
题，是发现不少养老院建设在市郊，距
离城区较远。“这是不符合我们中国家
庭的生活习惯的。”他说，在中国传统家
庭，一家老少往往住在一起；即使无法
同住，也应该保证子女能够方便探望。

“社区居家养老，就解决了这一问
题。”岳凡宋认为，这种养老方式既解决
了家庭养老能力不足的困难，又解决了
机构养老亲情淡薄、环境适应障碍等诸
多问题。

在具体操作方面，他建议新老小区
因地制宜。

老旧小区，政府可统一规划，并给
予专项资金，将废旧物业改造成为社区
养老服务机构；新小区则可以像配套人
防系统一样配套养老院。

此外，他还建议开放公益性与专业
化机构共同参与养老事业，大力挖掘社
区内的家属、朋友、邻里以及各种志愿
性组织等要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省政协委员李惠中：
制订川菜创新标准
培养更多传承与创新人才

省政协委员、李锦记酱料集团主
席李惠中带来了一份与川菜紧密相关
的提案。

李惠中调研发现，目前川菜传统制
作技艺在传承与创新上均存在一些问
题。“由于一些厨师对川菜传统制作技
艺掌握不精，导致菜品失去了风味特
色。”李惠中举例说，“比如对剞刀法要
领掌握不到位，导致‘火爆腰花’变成

‘火爆腰条’‘火爆腰块’。”同时，部分川
菜名品由于制作成本高、程序复杂等原
因已濒临失传。另一方面，在川菜创新
菜式的烹制上，不少厨师忽视了传统调
味技艺的精髓，滥用花椒、辣椒等调料，
使川菜失去了味道的层次感和丰富性，
给食客留下了“川菜即麻辣”的错误刻
板印象。

李惠中建议，应尽快制订颁布《创
新川菜制作与评定规范》，列明创新菜
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川菜技
能人才是川菜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的重要支撑与基本要素。”李惠中建
议，四川省还应制订实施《川菜技能人
才综合素质提升计划》，建立完善的川
菜技能人才终身学习和提升的机制，
从基本功、美学、艺术学、食品科学和
营养学等方面全方位提升川菜技能人
才的综合素养，培养更多能够担负起川
菜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与创新的人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陈东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