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经纬

LILUNJINGWEI

高考的“统”
“分”
之争与“片面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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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试图通过降高考由“统一命题”改为“分省命题”来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是一种较为流行的主

张。但从追求公平的角度来看，片面应试的根源并不在于高考的统一命题而是在于对公平的极端化追求；从
现实的角度看，统一或分省命题和学校追求升学率的动机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因此，
“分省命题”
难以实现促
进素质教育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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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考命题的“统”与“分”

施”。这一原则告诉我们，赋予高校更多的招生自主

1985 年，上海市率先拉开高考分省命题的帷

权目的在于为高校提供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而要

幕；此后，分省命题范围逐渐扩大到十余个省份；

培养真正的“人才”，则依赖于“素质教育”
的推行。因

2006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

“素质教育”的有效实施可以看作是
“分省命
而，保障

国统一考试分省命题工作暂行管理办法》，为分省

题”工作的落脚点所在。

命题提供了政策上的指导和依据。

但是，多年过去了，高考改革并没有因为实行了

实行了这么多年的全国统一命题，为什么要改

分省命题而万事大吉，依然是任重而道远。要说分省

成分省命题？一种很流行的观点是，在全国各地教

命题想做什么，当然是想打破一张试卷一统天下的

育质量和环境差异巨大的情况下，
“统一命题”用一

局面；但要说分省命题做成了什么，好像也只是打破

套单一的标准和内容对学生进行衡量和选拔，导致

了一张试卷一统天下的局面。虽然有人认为分省命

教育过程有制造流水线产品的嫌疑，因而需要实行

题可以“让地方有权制定符合各自情况的教学与考

一种多元化的命题方式来改变这一局面。但
“多元”

试大纲”，
“有利于体现地方特点，便于高校有针对性

本身并不是目的，
“多元”背后呈现出来的价值，例

[1]
地选拔人才”
，但问题是，分省命题实施至今，
“素质

如让不同学生的个性、特长和才能都有机会得以展

教育”的成效并没有得到多少体现，网络曝光的诸如

现，才是真正的追求所在，这和“素质教育”的理念

“没有高
高三学生集体打吊瓶上自习；校园中悬挂着

不谋而合。于是，
“分省命题”的思路与批判“片面应

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的标语；以及母亲遭遇车

试”、倡导“素质教育”的精神结合了起来。在《普通

祸，女孩含泪进入高考考场等新闻事件在全国各地

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分省命题工作暂行管

频繁出现，倒是将“应试教育”的气氛烘托得愈发热

理办法》中，第三条是这样写的：
“ 分省命题工作按

烈。

照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等学校实施

此外，分省命题导致的诸如保密风险加大、命题

素质教育和有助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原则实

质量下降、命题成本增加、阻碍人才流动、地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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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色彩浓厚等问题，也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

“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
科举制度的时候说：

“分省命题”的热潮尚未退却之际，
“恢复统一命
而在

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却是惊人地大公无

题”
的呼声也开始高涨。但呼声毕竟只是呼声，真要

私。每当国势鼎盛、科举制度有效施行时，总是尽一

退回
“统一命题”的状态，却也阻力重重。有些事情，

切努力消除科场中的徇私舞弊”[5]。历史发展到今

一旦实行了就很难回头，比如当初的高校扩招，数年

天，当高考录取遭遇社会诚信的缺失的时候，维护高

之后大学生就业难、文凭过剩等现象已经成为严重

考的公平性自然也就成为一个最基本最底线的要

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却很难将招生人数下降到扩招

求。但由于中国各地社会、经济、教育发展不平衡，因

以前。分省命题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批判统一命题

此到底何为“高考公平”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不

导致了“应试教育”者有之，为分省命题进行辩护者

考虑客观因素，一律凭分录取，还是适当照顾到地

有之，斥回归统一命题的观点为“开历史倒车”者亦

区、民族差异，实行差别录取？抑或是考虑到大学的

有之。

人才需求，对部分学生实行保送、加分等照顾措施？
2009 年，
《中国青年报》分别对“将综合评价纳入高

二、
“统一命题”
是“片面应试”的罪魁祸首？

校招生”[6]“保送生制度”[7]“校长实名推荐制”[8]等问

1977 年，高考制度在中断多年后得以恢复，但

“分数
题进行了民意调查，从社会公众的意见来看，

当年的高考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实行的是分省命题；

面前人人平等”
成为民众最为接受的、相对“公平”
的

到了 1978 年，便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但几乎就

一种考试录取方案。在民众心目中，一切凭分录取虽

在同一年，关于
“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批评和“改革高

然无法避免教育质量差异带来的不公，但这种不公

考制度”
的讨论开始连篇累牍地见诸报端，在此后的

还有望通过个人努力来消除；而金钱、权力、关系、
人

许多年里，高考在选拔出大量高分学生的同时，也导

情等因素带来的差别是个人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弥

“高分低能”
“千人一面”
“片面应试”等弊病，
“统
致了

补的，只能依靠“一切由分数说了算”这一刚性指标

考”
面临的批评和指责也越来越多，其中最激烈的恐

来淡化其影响。因此，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最容

怕要数来自顾海兵教授的批判：
“统一高考制度一日

易让民众接受的，一种相对公平的考试录取方式。这

不改，中国的创新基础一日不可能厚实，中国的核心

样，为了维护这种可接受的
“相对公平”，分数便成为

竞争力一日不可能强大！”

对人才进行评价和选拔的唯一标准。

[2]

高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几乎是所有人

当分数成为唯一标准，那么最大化地提高分数

的共识；高考需要进行改革，这也应该不会招致非

便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凡是能够提高学生的

议，但是不是要改回 1977 年分省命题的老路上去，

考试分数的方法，都会被反复加以利用。因而，高中

却值得认真推敲。毕竟，1977 年的高考是自文革以

教育当中出现了千校一面的情况：研究试卷、
探索命

来的第一次高考，据马国川、赵学勤编著的《高考年

题规律、总结解题技巧、满堂灌、题海战术、频繁考

轮》一书记载，当年很多青年学生都是走街串户地借

试……这就是“片面应试”教育的典型体现，也被视

来老课本和学习笔记自学备考 ，学生们自行备考

作是最有“效率”的教育方式。而如果某些学校、某个

的时候会不会片面、
单一地追求分数都很难说，更何

地区要强行推行“素质教育”，反而会陷入费力不讨

况是在体制化的学校教育当中。

好的尴尬境地。2004 年南京“高考之痛”就很能说明

[3]

“片面应试”的根源在哪里，这有必要进行讨论。

问题，当年南京的一名考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关系、情面、地位、
金钱都

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高中三年学习中，学校教学只

有很大的能动空间，这也导致民众对社会具有强烈

有 80%的时间和高考有关，……学校用上课时间给

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并非空穴来风。早在汉

我们组织社会调研、第二课堂等素质教育的内容，占

朝，人们对主观选拔色彩浓厚的“察举制”就有这样

全部学习时间的两成多，但这些对高考没有用，我真

的评价：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

[9]
后悔当初浪费了太多时间。”

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4]，可见以主观判断为主的

在社会大环境不被信赖的情况下，对于具有高

“察举制”在当时并不是很得人心；而费正清在评价

利害性质的高考而言，无论它采取的是统一命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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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省命题，其最看重的东西都是“公平”而非“有

应试运转，对一个地区而言也是如此，从而，应试不

；而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自然也就成为
“公平”的
效”

再仅仅是学生为追逐个人利益而出现的现象，而且

象征。
当分数成为教育合理且合法的追求的时候，一

是每所学校、每个地区为了自身利益而不得不采取

切教育措施都自然会围绕分数来选择，越有“效率”

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指标、有体系的行为。由此，升

的措施越受欢迎，这样，
“片面应试”的现象就不可避

“升学主
学的压力又被复制到了地区层面。所以说，

免。“分省命题”
只是将命题的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

义”是应试压力自下而上一级一级不断复制的结果。

方，并没有改变追求“公平”的思路，也没有改变“一

但是，当学校和地区承受的升学压力过大的时候，又

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筛选原则，自然也就无法避免

会自上而下地对教师和学生施以更大的压力，从而

“片面应试”的现象。所以，在“分省命题”推行多年之

使对“升学率”的追求在实践中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

后，高考依然以千千万万考生的“压迫者”的形象出

怪圈之中。

现。

这个怪圈与高考试卷到底是统一命题还是分省
命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在统一命题的时候，学

三、分省命题有助于实现素质教育吗？

校要追求“升学率”；在分省命题之后，
“升学率”依然

无论是全国统一命题，还是分省命题，在录取的

是衡量学校办学质量的几乎唯一依据。高考命题的

环节中采取的都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这就

“统”与
“分”
，并不能改变学校追求升学率的动机。由

意味着不管是由谁命题，对同一个省区内的学生而

于高考改革的着眼点在于维护公平，因而无论是统

言，在竞争的激烈程度上其实并没有差别。这就给

一命题还是分省命题，都无法解决片面追求效率的

“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这一目的的实现出了一个难

问题，自然也就无法杜绝“片面应试”的现象。因而，
期望通过分省命题来促进“素质教育”的落实，就给

题。

“药不对症”的感觉。
人一种

作为学校来讲，一所学校的“升学率”是关系到
学校能否获得高额的教育拨款，能否招揽优秀生源，
能否提升自身地位的核心指标，无论是在“统一命

四、统一还是分省：也许是个假问题？

题”的年代，还是“分省命题”的今天，
“升学率”都是

当追求分数和
“升学率”
的功利性目标难以撼动

“升
学校孜孜不倦的追求。因此，如何最有效地提高

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思考，如何让学校教育通过一种

学率”
，就是学校最关心的事情。近年来，随着市场介

恰当的、符合教育规律的方式来实现其追求升学率

入教育领域，升学率和学校利益之间的关系日趋紧

的功利目的？

密。
市场以
“利润”作为调节行为的杠杆，而带来利润

我们发现，如果个别省份的高考题目出得较好，

的最有效方式即满足顾客的需求。在教育中，作为

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综合素质

“顾客”
的学生，其最大的需求便是升学，较高的高考

的，但这与其说是“分省命题”的结果，毋宁说是命题

分数则是其升学的保障。而学校的利润——
—优质生

质量高的结果。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更多的时候，

源和经费拨款——
—几乎就是绑定在一起的，如果一

我们发现，现有的高考题目还达不到全面而真实地

所学校无法满足学生的这一需求，那么就没有了市

对学生进行评估衡量的效果。因而，在现有高考命题

场声誉，在失去优质生源的同时，也会失去大量的财

技术面前，一些简单、片面甚至机械的教育方式，例

政拨款。因此，学校表面上是一个教学机构，实际上

如满堂灌、题海战术、频繁考试等等，往往能够更加

却一直从事着用学生的分数交换自身利益的市场行

快速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分数。虽然我们设计了各

为。

种各样的“能力题”
“应用题”，但目前这些题目的质
不仅学校之间会互相比较升学率，
“升学率”的

量并不能够很好地达到考察学生综合能力的目的，

高低也被视作地区教育发展质量的指标，为了获得

而是往往被各种答题技巧、套路破解。这样说似乎有

更好的生源和更多的经费，地区与地区之间也会互

些对高考命题人的不恭之处，也容易招致高考命题

相比较升学率。因此，学校教育工作的逻辑同样适用

机构的指责。但当看到越来越多的语文教师主张“要

于一个地区的教育事业，学校内部的全部工作围绕

把没公式的语文教成有公式”[10]，越来越多的政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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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让学生揣摩“答题套路”，越来越多的化学老师提

命题技术层面的研究日渐式微，以至于高考命题方

出要让学生形成“程序化思维” 的时候，我更加坚

式当中存在的一些固有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

信我曾经提出的一个观点：
“就参加高考而言，在‘夯

答题套路等种种操作性的学习
解决，各种作文模板、

实’
基础之后，往往没有必要让学生再花费大量时间

内容，以及不评不议、
固化思维等用规训手段代替教

精力去吃透、深挖这些知识点或加以实践运用，而是

育手段的现象层出不穷，有的还很普遍。

[11]

转向解题技巧的训练，这样反而能有效地在高考中

这样看来，
“统一命题”并非“片面应试”的罪魁

取得高分” 。

祸首，而“分省命题”未必就能够让我们在“素质教

[12]

育”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统一的思路不见得落后，分

因此，如果说“片面应试”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
诚信的普遍缺乏迫使高考极致地追求一种机械的公

省命题的做法也并不是那么先进。由于“片面应试”

平，那么命题技术的不足则为满堂灌、
题海战术等僵

的根源并不在“由谁命题”这个问题上，因而如果仅

化的教育方式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当社会大环

仅是从促进
“素质教育”的目的出发来讨论统一命题

境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的时候，努力改进命题技术，对

还是分省命题哪个更好，就似乎已经没有了必要。

于缓解
“片面应试”的问题，应当有一定的价值。
参考文献：

对命题技术的改革，关键不在于由谁命题，而在

[1]张敏，亢德喜.高考到底要不要走向分省自主命题[J].基础教

于命出什么样的题。
恢复高考以来，我们曾经在命题

育，
2005，
（7、8）：
41.

技术的革新方面作出了努力，例如在 20 世纪 80 年

—兼与孙东东教授商榷[J].湖
[2]顾海兵.高考与统一高考之辩——

代初，针对高考传统的命题方式和考试方式的固有

2002，
（2 下）：
16.
北招生考试，

缺陷，研究考试的学者们经过调查和论证，提出应以

[3]马国川，赵学勤.高考年轮：高考恢复 30 年[J].北京：新华出版

现代教育测量理论为指导，
吸收标准化考试的理论和

社，
2006.

经验进行高考改革。1985 年开始在广东省试行，
1989

[4]《抱朴子》外十五篇《审举》.

年在全国推行的标准化考试改革，被认为“加强了高

[5][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孙瑞芹，陈泽宪译[M]. 北京：商务印书
馆，
1971：
41.

考命题的科学性和可控性，减少了考试误差”[13]。并

[6]王聪聪，黄荷.欣喜过后是担心，民调显示新课改高考让人喜

且由于高考标准化的改革还包括对各种题型功能和

忧交集[N].中国青年报，2009- 05- 13.

试卷题型比例等多方面问题的实证性研究，规范和

[7]王聪聪，吴拓宇.为什么 82.2％的人认为保送生多是“关系生”

稳定了试卷的形式，还把光学符号阅读器、计算机等

[N].中国青年报，2009- 07- 14.
[8]谢洋.校长实名推荐七成网友反对[N].中国青年报，
2009- 11- 12.

先进技术引入高考评分，因而
“使客观题的阅卷快速

“不是爱风尘，
又被风尘误”
[J].教育发展研究，
2004，
（10）：
[9]吴非.

准确，主观题的评分误差也得到了有效控制”[14]。这

76.

些进步都是在统一命题的情况下取得的，可见，
“统

[10]周颖.“ 县中”模式的特点及成因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

一命题”
未必就僵化死板，
“分省命题”
也不见得就一

2009：70.

定生动活泼。但随着分省命题的推行，各地的专家资

[11]马长水，李冬水.把握高考脉搏

科学备考有机化学基础[J].

考试与招生，
2009，
（12）：
41.

源被分散，导致部分省份缺乏高质量、
稳定的命题队

[12]周序，郑新蓉.高考承载的“异化”压力与可能消解[J].中国教

伍，从而造成命题质量的下降，有报道反映，从每年

育学刊，2012，
（2）：
18.

的《全国高考试卷评价报告》来看，有些分省命题的

[13][14]臧铁军.1977～2007，高考改革焦点回眸[N].中国教育报，

试卷根本没有按照教育部统一制订的《考试大纲》命

2007- 06- 06.

题，出现“超纲”现象，而且每年的试题都会出现疏漏

2011- 11- 28.
[15]古晔.高考命题：分省还是统一？[N].光明日报，

甚至错误 [15]，命题质量的下降当然也就给各种应试

〔周

序

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361005〕

技巧、
答题套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甚至在一定
程度上为
“片面应试”推波助澜。与此同时，近年来，

上海教育科研 2015.8

25

SHANGHAI JIAOYU KE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