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综合改革是由中央进
行顶层设计，按照试点先行、稳
步实施的原则进行推进。2014
年选择上海、 浙江进行首批试
点，2017年选择北京、 天津、山
东和海南进行第二批试点。
2018年， 改革进入由东部试点
向中西部推广新阶段， 确定包
括湖南在内8省市作为第三批
改革省份， 从2018年秋季入学
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高
考综合改革。

之所以将湖南列为第三批
改革的省份，蒋昌忠认为，与我
省具有良好的改革基础有关。
他给出了这样一张湖南高考改
革时间表：

2014年， 国家吹响新一轮
高考改革号角后， 作为教育大
省的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提前进行部署和筹备，启动
调研， 连续多年将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列为年度重点工作有序
推进。

2016年3月，省政府印发了
《湖南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提出2018年启动高

考综合改革。此后，我省陆续出
台了系列考试招生文件，为启动
高考综合改革奠定了基础。

2018年， 我省组织专家深
入基层调研，收集基础数据，从
组织保障、 办学条件和配套改
革措施等方面， 对我省高考综
合改革基础条件进行了全面摸
底和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我省基础
条件基本满足高考综合改革的
要求， 在一些配套改革措施方
面，我省更是走在前列，处于领
先水平。”蒋昌忠说。

教育部在我省自评基础
上，组织专家组对我省高考综
合改革基础条件进行了实地
评估，判定我省基本具备了启
动高考综合改革的基本条件，
高考改革准备工作比较充分。
因此，我省被列入第三批启动
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2019年
2月26日， 教育部确定包括湖
南在内的8省市作为第三批改
革省份，从2018年入学的高中
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高考综
合改革。

4月23日，包括湖南在内的第三批启动高考综合
改革的8省市，统一发布了新高考改革方案。为何湖
南会成为第三批改革省份？ 新高考将对湖南教育带
来什么深远影响？ 三湘都市报记者第一时间专访省
教育厅厅长蒋昌忠。关于新高考，蒋昌忠表示，其必
将对我省教育发展、人才培养产生深远影响。

■记者 黄京

高考改革方案细节林林总
总，但改革的内核却很清晰：解决
“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取消文理
分科、采取“两依据一参考”模式，
给学生和学校更多选择空间，使
之更加符合人才培养和成长规
律。蒋昌忠坦言，实施高考综合改
革以后，将给高中教育、高等教育
带来深层次变革。“要通过高考综
合改革带动形成以招促考、 以考
促教、 以教促学的系统性改革良
好局面，构建起科学的‘招—考—
教—学’整链条联动的体制机制。”

首先是高中教育教学方面，
育人理念将实现转变。“通过考试
招生导向作用， 要求普通高中教
育切实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
规律， 着力扭转长期以来存在的
片面强调应试教育的倾向， 实现

从‘唯分数’‘唯升学’的教育导向
向综合素质全面发展转变， 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与此同时， 此次改革为学生
增加了选择权。 学生在完成必修
课程学习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兴
趣和优势及高校招生专业的科目
要求，自主选择选考科目。选科以
后， 选课走班教学的模式将成为
新常态。“这对高中学校来讲，无
疑是育人方式的转变， 需要更加
注重因材施教， 进一步完善课程
方案，优化课程结构，为学生选课
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评价办法
上， 新高考强调建立综合素质评
价制度，接下来，高中学校既要关
注学生文化课的学习情况， 又要
关注学生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促进学生知

行合一；既要关注学业成绩，还要关
注个性特征和兴趣特长， 促进学生
健康成长，不断提高评价的科学性、
规范性和客观性。

在高等教育领域， 同样会带来
深远影响。 蒋昌忠分析， 比如实行
“3+1+2”方式，这使得招生高校必
须要认真确定各个招生专业的选考
科目要求，对综合素质评价的使用，
高校要提前研究制定使用办法。另
外，在人才培养上，高校相同专业录
取的学生， 其选考科目很可能会有
所不同， 同一个专业的学生在知识
结构、 思维方式上会不一样。“高校
必须针对这一问题， 改革完善人才
培养方案， 针对不同学科背景的学
生，制定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以人
为本、 因材施教， 实行人才精准培
养，提高教学质量。”

变革也将带来机遇。 蒋昌忠
说，接下来，要启动高考综合改革
这台“发动机”，推动全省教育事
业全面发展。

高考综合改革带来诸多挑
战， 高中教育首当其冲。“要以高
考综合改革为契机， 倒逼高中教
育发展。”他提出，要加强教学组
织管控，有序推进选课走班教学。
要指导学校排好课， 根据选科选
考情况， 结合学校现有教育教学
资源，整体设计好课程安排。要指
导学生选好课， 加强学生生涯规
划指导， 引导学生从学校办学条
件出发， 根据国家需要和个人的
兴趣特长，选择好考试科目。在实
施综合素质评价上， 要提高其客
观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要大力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根据高考综

合改革和课程改革的要求， 为高
中学校配齐各学科教师。 加大经
费投入， 加大对困难地区和薄弱
学校的支持力度。”

同时， 必须以高考改革为抓
手，提高高校人才选拔培养水平。
“当前，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沟
通衔接是不充分的， 甚至是断层
的， 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相互促
进作用甚微， 普通高校和高中学
校没有形成有效的人才培养联动
机制。”蒋昌忠期待，通过高考改
革，充分发挥高考桥梁作用，通过
建立科目引导机制和保障机制，
加强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有机
衔接。比如，通过提前编制选考科
目要求， 高校提前参与高中学生
生涯规划指导， 引导学生将自身
兴趣特长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结合起来， 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和使命感。同时，高校为学生搭建
通识教育、基础课程平台，推进高校
特色办学、强化专业建设，形成人才
培养与招生考试的良性互动。

此次高考综合改革还提出要实
行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 这也为
职业教育带来重要发展机遇。 蒋昌
忠说， 进一步推动高职院校分类考
试招生，实现对人才的合理分流，既
能减轻部分学生参加高考的备考负
担， 更重要的是这种人才选拔模式
更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规律和
特点。“我省将在现行高职单招基础
上，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完善考核
内容，规范考试招生行为，努力提高
社会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从而切实
转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固有偏见，
促进职业教育长足发展。”

基础教育领域， 围着高考
指挥棒“打转转”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 但现行高考制度的种种
弊端也一直饱受诟病。 蒋昌忠
认为， 比较凸显的问题在于：
“考什么教什么、 怎么考怎么
教”“重智育轻德育”“重知识轻
能力”“重学科学习轻社会接
触” 的情况较为普遍。“学生的
学业成绩和考试排名成了学习
评价的全部内容，‘唯分数论’
和攀比升学率成为学校的核心
追求， 导致学校其他活动时间
被大量挤占。”蒋昌忠说，学业
负担过重、 肥胖率和近视率居
高不下、社会责任感缺乏、心理
脆弱等诸多问题暴露， 都直指
我们的高考指挥棒出了问题。
“要促进学生健康发展，高考必
须得改！”

与此同时，高考作为国家
人才选拔的重要方式，也影响
着我国人才培养质量。“要切

实增强人才考核评价的科学
性，使人才选拔由‘择分录取’
向‘择才录取’转变，为选拔培
养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奠
定基础， 为国家长远发展、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积蓄
力量。”

在蒋昌忠看来， 深化高考
综合改革也是维护教育公平的
重要保障。 我省近年来也通过
实施阳光招生工程、取消点招、
实行平行志愿填报、 扩大面向
农村贫困地区招生规模等一系
列举措，切实保障高考公平。接
下来， 还将力争通过相关制度
设计，着力推进区域教育公平，
推进城乡教育公平， 推进规则
公平。“这次高考综合改革相关
政策的出台， 必将进一步促进
科学选材因材施教， 促进社会
公平公正， 让全社会共享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带来的促进社会
和谐的‘红利’。”

倒逼高中教育发展，提升高校人才培养，推动职业教育发展

因为有教育改革的良好基础

因为要促进学生健康发展、实现科学选拔人才、维护
教育公平

因为要构建科学的“招—考—教—学”整链条联动的体制机制

为什么湖南成为第三批启动改革省份？

为什么要启动高考改革？

为什么要取消文理分科、要采取“两依据一参考”？

湖南怎样抢抓高考改革带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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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高考改革大幕拉开，幕后有怎样的故事？本报记者专访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

新高考模式，破除“唯分数”“唯升学”

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解答湖南新高考改革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