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３岁的学生龚花， 是甘肃临
洮县太石镇三益村一个贫困家庭
的孩子， 父母很早就失去联系，
一直跟着叔叔婶婶生活。 龚花在
临洮县椒山中学上初一， 今年，
她获得了 “椒山娇子” 的称号。

龚花一入学， 椒山中学就把
她列入了 “留守儿童结对帮扶”
名单。 龚花的大婶刘爱萍说， 她
和龚花的班主任陈得烈老师经常
沟通， 交流龚花寄宿在校的学习
和生活情况。 学校还特别安排了
拥有 “二级心理咨询师” 的生物
老师薛桂林担任心理辅导老师，
帮助龚花以及其他相同处境的留
守儿童应对心理方面的障碍。

通过长期和留守儿童谈心 ，
薛桂林发现， 留守儿童主要的心
理问题是孤独和不自信。 “我们
不会特意强调留守儿童和其他孩
子的区别， 这样有可能会伤害孩
子的自尊， 我们只是在生活上帮
助他们解决问题的同时， 更多地
给予他们心理上的呵护， 帮助他
们的成长。” 薛桂林说。

临洮县椒山中学副校长王维
明告诉记者， 学校通过精细化管
理， 帮助农村贫困家庭为主的留
守儿童适应城市的学习和生活环
境， 特别强调通过心理疏导帮助
他们健康成长。

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贵州省共
有留守儿童超过８０万人， １２岁的
骆红飞和１１岁的骆京林两兄弟就
属于这个群体。 家住贵州黔西南
州兴义市泥凼镇老寨村的他们，
父母都远在广东务工， 两个孩子
平时住校， 周末和假期独自居住
在老寨村的三间大房子里， 孩子
们平日里主要由住在附近的爷爷

看管。
两个孩子非常爱笑， 性格也

比较活泼开朗， 但是记者一提及
他们的父母， 哥哥马上就哭了。
“开学后就再没见过爸爸妈妈 ，
已经３个月， 家里的手机没钱了，
就一直没和他们通上话。”

２０１６年７月底 ， 黔西南州正
式启动留守儿童教育精准关爱实
验区建设， 依托民政部门开发建
立的全省学龄留守儿童信息管理
平台， 结合教育部门中小学生学
籍管理系统， 精准帮扶到人、 结
对帮扶全覆盖 ， 保障孩子们安
全、 健康、 快乐成长。

据甘肃省教育厅介绍， 甘肃
将持续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启动
实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
校争创计划， 积极推进标准化中
小学心理辅导和咨询室建设， 指
导中小学校建好和用好心理辅导
室， 配齐心理辅导教师， 帮助留
守儿童健康成长。

从２００８年开始， 甘肃省每年
组织开展一次全省心理巡回辅导
活动， 历时７年实现了全省８７个
县 （区） 全覆盖， 累计１５万名中
小学生接受了心理健康教育团体
辅导或个别辅导。

长期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边玉芳说，
想念父母是留守儿童很正常的情
感， 这里面包含一些埋怨， 更多
的包含了理解、 担心和牵挂。

据新华社

砥砺
奋进的 年55

高考改革到底会
取得哪些进展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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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呵护助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贵州省黔西南州义龙新区·
快乐运动中国计划全域建设暨中
芬战略合作签约及新闻发布会在
芬兰共和国驻华大使官邸 （北
京） 隆重举行。

时值芬兰独立100周年 ， 中
芬外交成为全球热点。 2017年4
月， 义龙新区按照建设成为国家
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这一发展定
位和战略规划， 明确引进 “中芬
合作最佳实践项目” ———快乐运
动中国计划， 将全球领先的运动
休闲项目， 智能互动的运动科技

设施， 以及极具创造力与服务全
民的体育人文理念融入义龙新区
的本土特色中。

义龙新区 “一线六湖” 项目
工程为本次快乐运动中国计划实
施建设的起步工程和示范区 。
“一线六湖” 全长18公里， 总占
地面积约 7648亩 ， 以智慧 、 生
态、 健康为主轴的三条脉络， 串
联起河道上的六个湖区， 六座湖
区的运动休闲整体打造预计将于
两年内全面竣工。 项目一期明镜
湖区域的运动建设已经动工， 将
于今年7月竣工开园。

上海、 浙江两地 “３＋３” 新
高考方案取消文理分科， 打破传
统文科考 “史地政 ” 、 理科考
“物化生” 的模式， 考生可根据
兴趣和特长， 从学业水平考试科
目中任选３科成绩计入高考总成
绩。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数
据， 浙江省选择传统理科的学生
由６０％下降到１７％， 选择传统文
科的由４０％下降到１０％， 更多学
生交叉选择三门选考科目。

记者采访发现， 越是学科倾
向明显或越早进行职业规划的学
生， 就能越好地运用选择权。 反
之， 如果学生不知道自己的兴趣
所在， 在选择考试科目时则容易

困扰。 比如， 高考报名前， 还有
部分学生要求更改选考科目， 有
的甚至已经多次修改。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教师杨
春林说， 从教近２０年， 他发现有
的学生掌握知识能力表现优秀，
但对未来职业、 人生却没有起码
的思考和规划。 新的录取方式，
倒逼考生和家长提早关注这些问
题。 为此， 学校已开设职业生涯
规划课程， 对学生进行指导。

要真正满足学生的选择权 ，
还必须在教学上进行相应改革。
从上海、浙江的情况来看，虽然有
些学校在教学管理上存在一定困
难，但选课制、走班教学、分层教
学、分组学习已成为新常态。

上海市格致中学今年有８个
班级３００多名同学参加高考， 教
研室主任何刚告诉记者， 高一一
结束， 除了语数外在原来的行政
班级上课外， 学生们就进入了走
班制适应期。 学校根据不同科目
组合设立了１０余个走班班级， 并
根据学生需求定时调整， 开辟特
定的走班教室， 门口贴有课表。
学校还特设了副班主任， 加强对
负责走班教学教师的联络沟通。

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学校难
免出现了某类教师短缺、 某类教
师过剩的问题。 经过不断摸索，
沪浙探索出教师 “跨级 ” “跨
校” 走班， 以及大走班、 中走班
和小走班的分层教学模式。

贵州义龙将建全球领先运动休闲项目

“园林科普津冀行”走进张家口
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主办， 张家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张家

口市园林绿化管理局、 张家口市园林行业协会协办的 “园林科普津冀
行” 活动于6月3日—6日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举办。 “园林科普津冀行”
活动是北京公园管理中心科普进一步扩大 “走出去” 的新尝试， 也是
落实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的新举措。 图为志愿者向同学们讲
解榫卯交互合力原理。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2017年“新”高考前瞻：

２０１７年高考即将来临。 今
年被称为 “新高考元年” ———
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深化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 启动上海、 浙江高考综
合改革试点， 两地改革后的首
批高中毕业生将参加高考。 两
地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成为全国
高考改革风向标。 自１９７７年恢
复高考制度以来， 高考命题、
招生制度一直不断调整， “新
高考” 被认为是力度最大的一
轮高考改革， 有哪些突破？ 哪
些经验可以推广和复制？

２０１４年发布的意见指出， 当
前招考制度下， 唯分数论影响学
生全面发展， 一考定终身使学生
学习负担过重 。 “新高考 ” 之
下， 学生的高考成绩由 “两依据
一参考” 构成： “两依据” 指统
考和学业水平考试； “一参考”
即综合素质评价。

今年浙江考生迎来全新的

“３＋３” 高考模式 ： 必考科目语
数外３科统考 ， 外语可考两次 ，
自选３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计入
总 成 绩 ， 学 业 水 平 考 试 可 一
年 两 考 。 目 前 已 公 布 高 考 新
方 案 的 省 区 市 ， 也 大 多 采 用
这一模式。

拥有多次考试机会让考生轻
装上阵。 浙江考生小新说， 他３

门选考课程分别为物理、 化学和
地理。 高二时已经都考了一遍，
成绩还不错。 高三时又考了一次
物理和地理， 心态比第一次放松
很多。 考生小王的选考课程是历
史、 化学、 政治。 他说， 高二时
三门考试成绩都很不错， 有一门
满分。 高三再考， 只是想试试能
不能做得更好。

焦点１： 一考定终身是否被打破？

焦点2： 学生选择性是否增加？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
员、 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
说， “新高考” 改革的两个基本
价值取向， 是尊重学生选择权和
扩大高校招生录取自主权。 改革
的最终方向， 是实现高校和考生
之间的双向选择。

浙江的“新高考 ”方案 ，采用
“专业＋学校 ”的录取模式 ，普通
类高考考生可填报８０个专业平行
志愿。 今年上海本科批次的志愿
填报及投档的基本单位由“院校”
改变为“院校专业组”。高校根据
各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形成若干

个“院校专业组”，一个“院校专业
组”包括数量不等的专业。因此，
本科普通批次志愿填报数量，由
往年的最多可以填报１０个“院校”
志愿，改为最多可以填报２４个“院
校专业组”志愿。

复旦大学校长助理、 招办主
任丁光宏说， 如果一个学生全面
发展、 对多个专业有兴趣， 就会
期待高校能提供整体教育资源，
那么， 他可以按照 “甲校＋Ａ专
业 ” “甲校＋Ｂ专业 ” 的方式填
报， 增加考入该校的几率； 如果
一个学生已经想好了专业和职业

发展方向， 更倾向于专业主导志
愿， 他就可以按照 “甲校＋Ａ专
业” “乙校＋Ａ专业 ” 的方式填
报， 增加考入某专业的几率。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说，
在新方案中， 志愿填报时专业优
先， 同一专业生源的竞争将成为
高校面临的挑战。 现在各高校专
业的雷同度很高， 比如， 几乎所
有高校都在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 水平参差不齐。 今后， 一
些学校的专业如果没有突出优
势， 将逐步被淘汰， 这对高校的
学科均衡发展是有利的。

焦点3： 录取模式有何变化？

在很多高校教师看来， “新
高考” 最大的亮点之一， 就是高
校招生将参考学生在高中阶段的
综合素质评价信息。

上海纽约大学中方招办主任
周鸿说， 对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
而言， 除了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
外， 志向、 抱负、 兴趣、 素养等
个性化因素更为重要。 纵观世界

一流大学的招生， 基本上都坚持
一个理念： 既要求学生有优异的
学业成绩， 又要求学生在社团活
动、 科技创新、 体育竞赛等综合
素质方面有出色表现。

杭州高级中学校长尚可说 ，
这 种 招 生 取 向 已 经 撬 动 了 中
学 育 人 模 式 的 重 构 。 高 考 改
革释放出的多元化招生信号 ，

已经倒逼中学关注学生的基本
素养， 如社团表现、 学术创新和
体育竞技等。

也有一些高校招生老师认
为， 引入综合素质评价的方向是
对的， 但如果不搞量化考试， 应
如何评价学生， 目前中学和高校
还在摸索阶段。

据新华社

焦点4： 招生取向发生哪些变化？

漫画绘制 朱慧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