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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以往教育界对高考与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关系探讨， 多停留在感性层面。高考被看成是造成应试教

育的“罪魁祸首”和推行素质教育的“绊脚石”， 并因此承受着不公正对待。实际上， 高考既与应试教育没有天然的“血
缘”， 不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 也并非素质教育的“绊脚石”。这些关于高考的误解都是由社会竞争和社会矛盾所
引起。
关键词： 高考； 应试教育； 素质教育

高考是进入高等教育的“敲门砖”， 既直接关系

教育，“ 应试”源于“片面追求升学率”
（ 即所谓的“片

到高等教育生源质量， 又直接关乎考生的前途命运。

追”
） ， 而“片追”最主要的攀比追逐对象便是高考的

高考自建制伊始便一直为社会所关注。特别是近年

升学率， 高考因此被看成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

来随着高考规模的迅速增长， 高考的社会影响愈来

从人们对应试教育的界定便可看出二者被明显“捆

愈大， 加之已实行五十余年， 其弊端越来越显现， 引

绑”在一起： 应试教育是“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实际

发的争议也越发激烈。然而， 许多人除诟病高考自身

存在的以提高升学率为目的、围绕‘应考’进行教育

弊端外， 还情绪化地将诸多与高考无关的教育和社

教学活动的片面的、淘汰式的教育”； ［１］
“是以考试得

会弊端也“追根溯源”到其处， 高考因此承受着不公

分为手段， 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送上大学

正对待， 高考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关系 ， 便是典

为唯一目的， 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２］

型例子。以往教育界乃至其他各界对这一问题虽议

无可否认， 应试教育的直接原因是“片追”， 是中

论颇多， 关于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研究甚至还有

小学校为了提高考试（ 尤其是高考） 升学率不得已而

相当深度， 但对其与高考之关系探讨， 却多停留在感

为之的结果。但若追溯“片追”问题的来龙去脉， 便不

性层面。对高考与素质教育及应试教育之关系的非

难发现高考只是导致“片追”和应试教育的表层原因

理性看法不仅引发了高考这一“举国大考”的生存危

或“导火线”。
“片追”现象产生于２０ 世纪６０ 年代。
“文

机， 而且不利于教育问题的正确解决。笔者认为有必

革”前十七年， 由于高等教育规模尚小 ， 但普通教育

要理性深思这些问题， 还高考以客观评价， 使其发挥

的发展速度却远远超过高等教育， 导致高考录取率

出对教育的应然功能。

逐 年 下 降 ， １９５２ 年 录 取 率 高 达 ９０．３５％ ， １９６５ 年 的

４６．９２％ 与之相比已下跌将近一半。特别是 １９６２ 年，

一、高考是不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

由于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经济严重滑坡而不

批评高考的观点认为， 高考的弊端造成了应试
郑若玲／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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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压缩

生都在应试。再极而言之， 应试和应试教育有什么不

性调整， 该年度的高考录取率跌至“文革”前的最低

好？ ”考试固有其局限性， 无论怎样改进考试， 也不能

谷， 仅为２７．４３％ 。“片追”和应试教育正是在这样一

完全得到克服。但“在教育领域中， 由于教学内容基

种竞争状态下开始出现。在高等教育机会极为有限、

本是已经确认的东西， 运用以一斑窥全豹的原理， 用

社会竞争压力十分强大的情况下，“ 片追”现象愈演

考试的办法， 来代替实践的检验， 它用的时间短， 收

愈烈， 应试教育自然也难以抑止。可见，“ 片追”所追

［９］
效快， 结果确定。”

［３］

逐的实际上是稀缺社会资源， 高考竞争或应试教育
都只是社会竞争的一种表象或结果。

肯定应试教育的远不止教育理论研究者。作家
梁晓声在《一种愿望·一种理想》一文中谈到，“ 考试

有学者对高考竞争的本质曾做过深入的研究，

自然不是择优的唯一方式， 也不是最好方式， 但的确

认为当今教育领域的许多弊端从表面上看是高考造

是最公平的方式。”
“ 教育的方式， 未见得一受‘应试’

成的， 其实问题的根源与本质并不在高考， 高考只是

所导向， 学生的‘综合素质’一定就差， 一定就劣， 一

使一些问题突显出来； 高考并非万恶之源， 而是各种

定就大成问题。
‘ 应试’的智力资本和心理基础， 难道

［４］

教育和社会矛盾的集合点， 因此备受争议。 对于应

不也是‘综合素质’的两个 主要方面么 ？ ”［１０］政协委

试教育产生的社会背景， 不少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结

员、有 ４６ 年执教经历的中学校长吴昌顺也曾指出， 如

论， 有人认为， 应试教育的机制有着支持它的社会条

果应试教育没有可取之处， 就等于否定了新中国成

件系统， 如社会向上流动（ 升迁） 的压力很大， 社会所

立５０ 多年来培养的一切人才。［１１］

提供的升迁机会极小等， 只要社会还在为高学历者

应该看到， 我国的应试教育主要是由教育和社

提供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应试教育”的社会机制

会竞争所引发， 高考只不过为其提供了借口。事实

［５］

由于高考功能被放大

上， 应试教育并非中国的“特产”， 也存在于世界其他

成超教育化、社会化（ 政治化、经济化） ， 形成了应试

一些国家，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联合国教

和社会条件就不可能消除；

教育； 应试教育现象是教育供求关系失衡（ 需求远

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教育报告１９９１》中， 就曾把“应

大于供给所引起的畸形竞争） 的结果， 只要教育供求

试教学”专门作为一个讨论与分析的项目。［１２］英国学

关系的失衡现象依然存在， 则应试教育还将继续存

者蒙哥马利也曾在谈到英国的教育考试时认为 ， 虽

［６］

在下去。

［７］

笔者认为， 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永恒的竞争手段，
考试本身是中性的。
“ 应试”对于“教育”本无可厚非。

然考试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和认可， 取得了良好的功
效， 但“它扰乱了中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使教学跟着
考试转。［１３］

教 育 学 将 教 育 定 义 为 ：“ 教 育 者 按 照 一 定 的 社 会 要

事实上， 自学校教育开始采行严格的考试并以

求， 向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

分数评定等级， 整个教育就转向了所谓的“应试教

的影响， 以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 ［８］而

育”， 也开始成为一种被评分制度所掣肘的教育。
“只

判断受教育者是否发生了“预期的变化”以及发生了

要我们不能逃离尊崇科学、注重工具理性的现代社

怎样的变化， 均需借助考试才能了解。因此， 考试是

会去考虑教育问题， 只要我们仍在坚持用科学的观

评价教育效果的重要手段。如果考试因为给人们带

念与方法规训教育， 那么学校就或明或暗还得围着

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和学习负担而被认为是一种“罪

分数转……所谓素质教育对于应试教育而言也只能

恶”， 那也是一种“必需的罪恶”。

是改良品种， 谈不上改革。只要素质教育本身的效用

有考试即有应试， 应试的作用积极与否， 取决于
考什么和如何考， 正如有学者在评论“由‘应试教育’

最终也得接受评分制度的评估， 这应试教育的根就
［１４］
拔不掉。”

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提法时， 针对高考的应试教育成

既然应试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 其“所要

分所指出的：“（ 应试教育） 有两面性， 除了不当的消

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科学知识的传递问题， 通过

极一面， 还有正当的积极的一面， 尤其在我国社会发

这种传递形式， 使得人类社会积累起来的对自然的

展现阶段更是如此……升学是应试， 就业也是应试，

认识水准得以巩固”［１５］， 它的存在也就具有相应的合

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充满了考试， 人类和每个个人一

理性； 即使应试教育问题在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加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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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也主要是因中国的教育和社会资源更为稀缺以

试制度大加挞伐之时， 美国却对我们的考试制度赞

及重视考试的传统文化所致。

赏有加。２００６年 ６ 月， 美国公布的一份有关“国际数学

二、高考是不是推行素质教育的“绊脚石”？
许多人认为，“ 片追”作为对高考教育评价功能
的一种反应， 给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制造应试教

和科学学习趋势”的教育报告指出， 美国学生的数学
平均成绩已远远落后于东亚地区的同龄人， 报告认
为， 东亚教育体系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有能
够激励学生的考试。［１８］

育， 阻碍素质教育， 并造成中小学“轰轰烈烈开展素

中国推行素质教育， 如果不正确引导， 难保不像

质教育， 扎扎实实进行应试教育”的奇怪现象。在对

美国这样出现新的文盲、半文盲现象。正如有中学校

“应试”的声讨中， 人们最终往往将矛头指向高考， 而

长直言不讳地认为， 高考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

且中小学教育中其它的“应试行为”也多半由高考的

是绝对不可取消的。作为中学校长， 就该理直气壮抓

激烈竞争所致。许多人因此将高考看成是推行素质

“升学率”。“率”绝对是学校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

教育的“绊脚石”， 认为不废除高考就难以推行素质

一个标准。不怕考试， 敢于考试（ 因为今后到社会上

教育。

需要应付的考试太多） 也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一

那么， 废除了高考果真就能培养出高素质人才

个内容。［１９］

吗？ 从文化素质看， 历史证明， 高考促进了社会文化

从道德素质看， 不经过考试竞争而升学， 极易导

素质和水平的提升， 考分高的人普遍比考分低的人

致弄虚作假， 请托送礼等歪风盛行， 学生身处其间，

文化素质要高， 高分低能和成绩差但素质好的学生

耳濡目染， 很难想象能培养出多高的道德素质。关于

毕竟只是极少数， 在高考题型朝考能力发展的今天

高考对素质教育的积极作用， 高考至少可以提高考

就更如此。不经过考试竞争就升学的做法可能导致

生的文化素质、学习能力、心理素质， 此外， 还能在磨

素质更低， 甚至会造就出新文盲。中国人往往爱走极

练意志、培养合作精神、面对失败、知恩图报等方面

端， 一考试便拼命， 不考试则“放羊”， 难怪乎有些家

培养考生的品德。［２０］

长把孩子们不好好学习的行为都归罪于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也并非不要考试。只要考试仍然作为

在被认为学习环境宽松、素质教育成功的美国，

教育过程的重要环节而存在， 则无论何种教育都摆

就曾因升学考试太过容易而出现教育质量问题。据

脱不了考试的“紧箍咒”。问题的关键并非“应试”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调查， 在 ２１－ ２５ 岁具有高中学历

身， 而在于如何正确运用考试的教育功能， 在于考试

的人中， 只有不到 ６０％ 的人阅读水平达到高二程度，

的内容、方法以及对考试结果的使用等。尽管当今中

即使在有大学学历的人中， 也仅有 ８０％ 的人达到这

国确有许多学校一门心思扑在应试教育上， 并由此

一程度。有 ２／３ 被调查的大学教师抱怨说， 他们越来

带来很多问题， 但并不能对其成绩尤其是在知识教

越多的是为大学生补中学课程。［１６］２００６年 ３ 月１ 日， 美

育上的成就全盘否定。素质教育之所以难以顺利推

国大学入学考试机构 ＡＣＴ在高等教育界影响最广泛

行，“ 根源并不在高考， 而是重视教育和学历、信奉读

的杂志《高等教育编年》上公布的一项有关高中毕业

书至上的社会传统文化。而且， 围绕高考所出现的诸

生阅读水平 的调查报告 显示， ２００５ 年度参 加 ＡＣＴ考

多问题， 根源也不在高考本身， 甚至不在教育本身，

试的 １２０ 万高中生中， 仅有 ５１％ 的人具备接受大学教

而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根源。”［２１］应试教育

育或职业训练项目所需的阅读水平。调查还发现， 学

和高考只不过是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很多时候，

生在整个高中阶段的阅读水平非升反降。有识之士

教育的问题并不能仅从教育本身去寻求解决之道，

忧虑地表示， 这将导致一个“沉默的国家”， 并呼吁改

而应将之置于社会大背景下思考。因为教育作为社

进高中的阅读教育， 提高中学阅读要求和课本的质

会大系统的子系统， 必然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

［１７］

量。 美国大、中学水平低下其实是互为因果的： 因

化等因素的制约， 不能仅“就教育谈教育”， ［２２］素质教

为中学水平低， 所以大学生源水平不高， 而大学为了

育也一样， 它是一项社会工程， 教育体制的重大变革

迁就这一现实降低招生标准， 反过来又使中学生不

需要一定的社会结构为支撑。推行素质教育的“绊脚

愿努力学习。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中国人对自己的考

石”， 与其说是高考， 毋宁说是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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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点， 也被位移到高考身上， 高考因此招致了激烈

会矛盾。
从表面上看， 高考只是一项教育考试制度， 但其

的社会批评。高考因激烈竞争所招致的同样激烈的

背后亦兼具政治与社会功能。这一切， 使得高考承载

社会批评其实是在“替人受过”。高考既与应试教育

着远远超出自身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责任。而巨大的

没有天然的“血缘”， 不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 也

社会责任又造成高考竞争的异常激烈。当社会矛盾

并非素质教育的“天敌”或“绊脚石”。这些关于高考

凸显而无法解决时， 人们便将矛头指向高考。高考作

的误读都是由社会竞争和社会矛盾所引起的。

为一种考试制度被放置在“社会”这个显微镜下， 任

（ 责任编辑

翁伟斌）

何微小的瑕疵都可能被放大若干倍， 甚至周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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