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初中教学实践中，完善的综合素质
评价工作是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保障。 由
于初中教育涉及较多的学科，对学生的知
识、技能、素质、态度等方面考察较为复
杂，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当前的素质评价
模式。 本文主要围绕中学评价工作存在的
偏差和成因进行分析，探讨初中综合素质
评价工作的改进方法，从而为大家提供一
定的理论参考。

一、初中综合素质评价实践存在的偏差
（一） 评价标准不科学
目前， 我国中学的综合素质评价工作

是根据教育部出台的相关文件来制定的。
其中， 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各类中学应当
围绕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交流协作
能力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素质评价， 并且
需要设立相应的指标。 但是很多学校在进
行综合素质评价标准制定的过程中， 存在
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导致评价标准不
合理，难以判断学生真实的综合素质水平。

（二） 评价过程不合理
我国的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对过程有着

很高的要求， 需要相关教学对各方面数据
信息进行记录和整理。 在评价的过程中，保
证评价工作的公开性和科学性， 按照相关
的流程规定，进行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学
生互评、家长评价等几个环节，然后根据各
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评定， 从而保证结果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但是不少学校为了应
付评价工作，省略其中很多重要的环节，导
致评价工作存在明显的价值背离。

二、综合素质评价实践偏差的成因
（一）受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
由于我国的教育事业长期受到传统思

想的影响， 形成了一种较为封闭的教育模
式。 不少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评价工作的时
候， 并没有考虑学生在成绩之外其他方面
的表现情况，而是过分看重学生的成绩。 由
于我国的教育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升学
选拔的影响， 不少教师按照僵化的模式对
学生进行评价， 忽视了当前教育事业的素
质要求。

（二）政策的结果导向
最近几年， 我国教育部先后出台了一

系列的关于素质教育改革的相关文件，使得
各学校的教学评价工作受政策影响较大。其
中相关的政策文件仅仅规定了教育评价的
结果，因此，这就导致我国不少学生受到政
策结果导向的影响，仅仅关注综合素质的评
价结果，却忽视了评价工作的过程，使得在
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存在诸多的偏差。

三、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改进措施
（一） 转变教育理念
我国的教育工作受到应试教育思想的严

重束缚， 很难保证素质教育改革工作取得理
想的效果，因此，初中学校在进行教育体制改
革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要
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彻底摆脱老旧不适宜
教学观念的束缚。另外，学校应当不断提升教
学的职业素质，积极引导教师学习更科学、更
先进的教学理念，完善当前的中学教育工作。
在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的过程中， 要对
学生各方面的表现情况进行全面的考虑，保
证评价工作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最后，学校一
定要紧紧围绕评价结果进行教学工作的调整
优化，充分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明确相关文件的具体要求
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在我国出现得较晚，

很多教师对综合素质评价在理解方面存在
一定的误区，并且没有对相关政策文件进行
充分的解读，导致了评价工作形式化现象过
重。 因此，初中教师需要进一步明确相关文
件的具体要求，积极完善当前初中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体系， 使得评价工作程序科学，过
程严谨，结果真实。

（三）完善学校组织文化建设
我国各类学校需要尽快优化当前的组

织建设，要从外部环境上，树立正确的组织
价值观和组织管理体系，使得教师能够在良
好的组织氛围下，积极进行课程研讨，并尽
可能地减轻学生的负担。 同时，要在内部环
境上彻底摆脱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完善学校
的体制改革，将管理工作的侧重点放到教学
质量方面来，从而建立起学习型的学校。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新时代下，
为了充分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学校应
该积极完善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工作。 加
油，每一个教育人！

浅析初中生综合素质
评价的偏差、成因及改进
邵阳市洞口县竹市镇大水中学 吕淑英 刘紫娟

一、什么是敬业精神
中华民族历来有“敬业乐群”“忠于

职守”的传统，从古至今，敬业精神已成
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敬业是一个公
民的重要价值准则，也是最基本的职业
精神和道德要求。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在哪个岗位上，都应该用自己辛勤的劳
动和扎实的工作践行敬业这朴素而崇
高的美德。

二、敬业精神的作用
敬业精神是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

奉献精神，它看似平凡，实则伟大。 每
一份职业，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是一个
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障。同时，
一个工作岗位的存在， 往往也是人类
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所以，爱岗敬
业不仅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
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敬业应是
一种普遍的奉献精神。 只有具有敬业
精神的人， 才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勤勤恳恳， 不断地钻研学习， 一丝不
苟，精益求精，才有可能为社会为国家
做出崇高而伟大的奉献。

三、怎样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
（一）以身作则，用实际行为准则

影响学生
师德师风就是教师的职业道德和

行为作风。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在本职岗位上
树立高度的事业心、 责任心， 热爱本
职、忠于职守，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这
带给学生的作用， 绝对是潜移默化的
作用。

（二）在班级日常行为管理中培养
学生的爱岗敬业

一个优秀的班集体， 在管理上要
体现五个方面的优良品质， 即严明的
纪律、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美的卫生环
境、 邪不压正的班风、 快乐的学习生
活。 班主任也应以此为基础制定班级
管理目标，并把敬业教育贯穿其中。从
而让学生树立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意
识。 倡导自尊、自爱、自强、自信。

（三） 在班级管理中渗透敬业教
育，培养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

在班级管理中， 采取班主任引导
和监督，班级日常工作分责设岗、班干

部竞争上岗， 注重培养学生的管理能
力和责任意识， 养成认真负责的工作
态度。如在选拔班干部时，首先将班内
日常事务进行分组分块， 将每个岗位
的主要职责、管理范围予以公示。然后
通过自愿报名的方法，进行竞选，在竞
选之前对参选者的基本情况予以公
示，欢迎同学们对参选者提出意见。竞
选时，先由竞选者在讲台演讲，最后全
班同学不记名投票进行选举。

（四）树立典型，弘扬敬业精神
通过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和精神

力量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把精神
的内涵变成具体的行动， 以典型人物
或事件影响、 带动敬业精神教育的全
面开展。

（五）培养学生奉献精神观，强化
学生的敬业意识

作为老师要经常提醒和教育学
生， 个人理想和价值的实现是通过其
所从事的职业， 且在职业范围内所取
得的成绩以及对国家和社会作出的贡
献来体现。没有职业的实践为依托，个
人理想与价值是很难实现的。 对工作
能不能做到精益求精， 关键要看是否
热爱自己的工作， 是否能发自内心地
去追求精益求精的目标， 追求完美的
实现。 敬业精神是一种优秀的职业品
质，是职场人士的基本价值观和信条。
在教育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明确的职
业目标， 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职业活动
是一个人认识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
我的必经途径。 从而把学生对职业的
追求化为热爱职业、忠于职业、勤奋努
力、锐意进取、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
新时代敬业精神。

总之， 敬业精神是现代社会所倡
导的职业品质， 也是所有企业和员工
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潜在动力源。 任
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需要具有敬业精
神的员工，同样，任何一个学生在毕业
后都要想得到理想的就业， 而在就业
单位中得到发展也离不开敬业精神。
所以学校在教给学生专业知识和实践
技能的同时， 应该不遗余力培养学生
的敬业精神， 为学生就业及就业后的
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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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敬业精神培养之我见
邵阳市洞口县桐山乡中心学校 潘楚荣

本文基于 5G�时代发展的需要和传
播方式变革的要求， 阐述了新闻文本的
形成与阅读在移动互联网终端完成的各
种文本随意链接、 形成各种意义的超文
本的新闻传播方式创新。

什么是 5G？ 世界通讯技术先后经历
了 2G、3G、4G 等几个重要时代， 第五代
就是 5G。5G 的网络传输速率将是 4G 峰
值的 100 倍， 中国正领跑着这个从量变
向质变的跃迁。

中国 5G 或将改写全球通信行业格
局，同时必将促使新闻传播方式的变革。

一、移动互联网终端对生活的影响
目前， 我国网民总数已经超过 7.7

亿，移动新闻用户已超过 6 亿。智能手机
功能的拓展，使人们的阅读方式、阅读习
惯和新闻文本的形成发生了深刻变化。
5G 时代的来临，受众对新闻文本的形成
提出了诸多新要求。 要求新闻工作者运
用先进技术提升搜集处理、 开发利用信
息资源等采编能力， 重构新闻采编生产
流程，构建报、刊、台、网、端、屏等优势互
补、 覆盖广泛、 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
系，丰富传播形式和样式，拓宽传播渠道

和平台终端，优化用户阅读互动体验，实
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
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二、5G 时代新闻的传播方式
新媒体具有跨越时空约束的能力，

借助智能终端、通讯技术、新型应用，任
何个体都完全可以成为新闻突发事件的
第一报道者， 并将信息通过全球联网功
能的平台迅速传播到全球。

新闻传播界的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相
当高的知识水平， 才能从事现代传播业，
他们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决定哪些内容
最后与受众见面。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并
不仅仅取决于媒介的技术或形式特征，更
取决于掌握和运用它的人和社会组织，取
决于它们生产和传播的信息内容。

三、 新媒体时代对新闻传播内容的
要求

内容是新媒体得以存在的基石，新
时代新形势， 对新闻信息内容的生产和

传播提出了“短小精新活”的要求。
短。 生活节奏越快，新闻内容要求具

备碎片化、即时化、广泛化等特征。 新闻
工作者应以快手、 抖音等短视频， 微视
频、微电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
易于接受的方法手段来呈现可视化的短
内容的新媒体作品， 来实现新闻的及时
传播和有效传播。

小。 人性化、人情味、具有故事性更
容易吸引受众的兴趣。 这就要求创作者
找准切入点，筛选更好的内容，或者整合
特定的内容， 倾力讲好老百姓自己的故
事，老百姓关心的事，从而传播正能量、
弘扬主旋律，简便传递，力争优先传播。

精。海量的内容泛滥成灾，阅读者容
易看不到“想看的”、找不到“想找”的内
容。 新媒体要求媒体人创建独特内容而
不是千篇一律的同质化内容， 要求创建
独特概念或创新众多的“内容集”，将特
定领域的内容整合在一起， 对某个特定

关注的人群就有了意义。
新。 为受众提供社会最新变化的信

息，满足受众的好奇心、求知欲。 新闻工
作者更需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创新
理念内容、题材形式、方法手段、业态和
体制与机制，主动适应世界媒体格局、舆
论生态、传播形态的深刻变革。

活。 在网络媒体时代，要做好新闻，
必须要活，实现路径，不仅仅注重版面和
画面的视觉冲击力， 还要扩张视觉、听
觉、借助现场感和接触感扩展触觉，以加
深读者的印象。 言语表达应该大众化、生
活化、国际化，新闻语言风格更应该在国
际范围内为受众所接受。

5G 时代将会彻底颠覆传统经济、生
活和新闻传播方式及其内容， 但无论传
播形式和内容的呈现如何变化， 信息的
内容都要依据时代特点为中国在新时代
的新闻发展服务。 中国新闻传播不应只
专注于市场，更要思考通过资源、技术、
力量向移动端倾斜， 通过同等重视技术
建设、 内容建设， 使新时代的新闻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持续增长，直
至改变世界的文化格局。

“5G时代”与新闻传播方式的变革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台 郭原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