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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佳通讯员（排名不分先后）

黄军山 长沙市教育局

凌 铭 永州市教育局

黄伟力 常德市教育局

陈菲菲 怀化市教育局

陶金生 安化县教育局

彭溢湖 岳阳县教体局

王建云 邵东市教育局

马云飞 湘潭县教育局

雷运成 常宁市教育局

刘肇斌 娄底市娄星区教育局

优秀通讯员（排名不分先后）

黎学科 长沙市芙蓉区教育局

潘志强 浏阳市教育局

龙点睛 长沙望城区雅礼丁江学校

臧远科 益阳市教育局

贾舒专 南县教育局

高晓莉 桃江县教育局

欧 峰 沅江市教育局

蔡辉武 常德市鼎城区教育局

万绍年 临澧县教育局

赵玉华 澧县教育局

周璐璐 安乡县教育局

覃业彦 石门县教育局

周智敏 花垣县教育局

王武斌 龙山县教体局

彭湘君 永顺县教体局

龙俊杰 会同县教育局

杨学松 中方县教育局

张小明 辰溪县教育局

熊佳丽 溆浦县教育局

田元春 新晃侗族自治县兴隆小学

黎运洪 慈利县教育局

向国军 桑植县教育局

阳 静 邵阳市教育局

李军锋 邵阳县第十一中学

张二健 武冈市教育局

尹 冰 洞口县教育局

刘纪新 新邵县教育局

朱雪玉 绥宁县教育局

周 密 湘潭市雨湖区教育局

王青松 湘乡市教育局

黄建峰 郴州市教育局

廖仁东 郴州市北湖区教育局

钟俊菲 桂东县教育局

侯定宇 安仁县教育局

龙超俊 株洲市教育局

李晓岚 攸县教育局

吴育珍 株洲市芦淞区教育局

张群英 衡阳市教育局

刘志凌 衡阳县教育局

吕先云 东安县教育局

蒋施龙 道县教育局

庄荣华 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

肖付军 新田县教育局

郑会军 宁远县教育局

宋锦辉 双峰县教育局

舒健康 新化县教育局

胡志英 娄底市第四中学

丁海燕 平江县教育局

程艳华 临湘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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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界和学生家长的密切关注下，

《关于调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

学校招生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正式发布，长沙市中招中考的相关政

策已于1月9日尘埃落定。

将考试成绩调整为分数形式呈现，

录取总分 720 分；逐步提高体育录取分

值，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有D等不能毕业

……中招中考政策调整后考生将如何转

变复习方向？长沙教育格局又将有何变

化？记者近日采访多位相关人士，以探

寻个中答案。

有潜力的偏科生不再遗憾
据长沙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长沙市从 2006 年开始全面推进中招中

考改革，但在推进过程中，存在区分度不

高、踩线学生多等问题，影响高中阶段教

育教学。

等级制调整以分数形式呈现，语文、

数学、英语、文综(道德与法治、历史各60

分)、理综(物理70分，化学50分)、提前科

(地理、生物、体育各40分)分值均为120

分……新政的发布，让湖南师大附中高

新实验学校初三学生彭雅舟多了一份自

信与从容。自习课上，她拿出了久违的

历史课本进行复习。

“等级制变为总分制后，作为一名文

综强、理综偏弱的学生，我觉得今年中考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彭雅舟说，她的语

文、政治、历史学科成绩突出，但以往考

试理综总是离A等差4到5分，偶尔拿过

6A但4A2B更常见。

为此，她的复习计划也一直以理科

为主。“现在我计划重新捡起文综，用优

势科目弥补弱势科目，以提高总分。”少

了硬性的等级要求，她离心仪的学校更

近了一步。

“将中考成绩调整为以分数形式呈

现，对学生的考查与评价会更加精细化，

更加公平。”湖南师大附中高新实验学校

校长姜小明告诉记者。而总分

制让一些偏科但是有潜力的学

生看到了进入心仪学校的希

望 ，一 些 等 级 为“5A1B”

“4A2B”，可总分却超过“6A”的

学生也不再遗憾。

由于调整方案从2021年开

始实施，鉴于2021届学生生物、

地理考试已经完毕，2021 年将

设立过渡期一年。同时，新的考核标准

也让部分家长对孩子能否适应本次调整

充满忧虑。

“今年改为总分制，我们又是第一

届，没有参照物，孩子在全市这么多学生

中到底处于什么水平，还是未知。”彭雅

舟的母亲周女士说，她很担忧孩子在与

民办学校学生同场竞技时，会失去优势。

第一批学校间竞争愈加激烈
《通知》表示，将调整初中综合素质

评价结果使用规则，城区高中学校招生

时，报考长沙市一中、湖南师大附中、长

郡中学、雅礼中学、明德中学、周南中学、

实验中学、南雅中学、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等第一批学校，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最多

允许有一个B等；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凡

有D等不能毕业，高中学校不予录取。

在家长们心目中，“长郡中学、雅礼

中学、湖南师大附中、长沙市一中”一直

是长沙金字塔尖上的学校，这四所高中

汇集了市内、甚至省内大量优生，但由于

等级制情况下填报四大名校的“6A”考

生必须予以录取，致使超额招生成为长

久以来压在学校肩头的重担。

“总分制的推行，将不再出现同一分

数等级考生扎堆的情况，四大名校超额

招生将成为过去，这也让第一批里的其

他学校迎来了吸引优质生源的契机。”明

德中学副校长伍卓林告诉记者，长沙中

招中考政策调整后，四大名校与第一批

其他学校之间的生源数量将日趋平衡，

但校际之间的竞争则会更加激烈。

但如何在新政实施后不掉队、不倒

退？且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伍卓林给

出了自己的观点：“等级制对考生的要求

相对严格，如果有某一门或两门科目稍

弱，就无法以全A的成绩进入金字塔尖

上的学校就读，取消直升生后，中考更是

真正意义上的一锤定音。现在临场发挥

失误的尖子生来到第一批其他学校后，

在高中走班时还有一次扬长避短，放弃

弱势科目的机会。”

而南雅中学副校长刘翔则认为，新政

将倒逼一些只重视分数的学校重视起每一

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只只蚂蚁都要上树”。

考试难度有降低但降幅不大
得知长沙中招中考政策调整后，孩

子今年就要成为“吃螃蟹”考生的龙先生

将目光聚焦在了“规范中考命题减轻中

考负担”这条内容上。“孩子初中三年几

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他学习很刻苦，但成

绩却并不拔尖，月考退步了还会自责到

放声大哭。”在长沙，这应该是更多学生

的真实写照。

新政面前，除了那些成绩拔尖、早已

有自己心仪学校的考生外，还有大批在

“大浪淘沙”后挣扎着前行的普通考生。

诉求不同，皆有各自负担。

“副科分值在降低，总分也在降低，

这意味着考生之间的成绩无法拉开很大

的差距，哪怕中考有一点失误，就会与心

仪的学校失之交臂。”随着望城地区的考

生加入城区中考，陈女士感叹，这将是

“僧多粥少”的一届。

而“严禁与奥赛内容挂钩，适当降低

考试难度，严禁超标超纲，不出偏题、怪

题，不出单纯记忆、机械训练性质的内

容”真的能为学生减轻负担吗？刘翔给

出了肯定的答案。

“改革顺应了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需

要，我们对中上成绩学生的培优模式也

将发生变化，今后将不再重视难题、怪题

的训练，而是基于基础知识进行巩固与

消化落实。”刘翔坦言，这一定意义上就

是为尖子生减了负。

那么在实施总分制后，一分的差距

都能淘汰很多考生，学校会不会加大教

学难度呢？

对此，长沙市六中初中部教务处主

任罗华俐表示，改革后难度可能会适当

下调，但幅度可能不会太大，毕竟“二考

合一”的中考是一场选拔性考试，“目前

我们初三年级的学生刚结束新课的学

习，寒假后将会迎来真正的备考冲刺，立

足教材、立足课堂，把握现有的节奏认真

复习，才是根本。”

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缪雅琴表示，

此次优化，也是回应老百姓呼声，体现以

人民为中心、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需要。

“等级制、分数制是成绩的两种呈现方

式，分数是精细的等级，等级是粗略的分

数，无论实行等级制还是分数制，都不影

响对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的培养和

塑造。”缪雅琴在采访中介绍，将考试成

绩调整为分数形式呈现，并不是简单的

回到总分制，而是考虑了可操作性和学

生的需求，和过去的总分制相比，是一种

螺旋式的上升。

长沙中招中考政策调整落定

激烈竞争中的新契机
本报记者 曾玺凡 董以良

《科教新报》2020年度十佳通讯员、优秀通讯员名单
202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突然爆发，逆行的背影中，有我们记者的身姿。我们推出了系列战“疫”报道400余篇、推出了高考冲刺特刊《共赴

那场胜利》；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我们聚焦教育扶贫，隆重推出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湖南教育扶贫报告》大型融媒专题报道，倾力打造教育类

专业报的权威性、新闻性、可读性，服务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广大师生。

这一年来，我们用精品力作讲述湖南教育好故事，及时、准确传递湖南教育好声音，在全省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级教育

部门的鼎力支持和广大通讯员的密切协作、辛勤付出。为鼓励写作和创优，特评选出了2020年度《科教新报》十佳通讯员和优秀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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