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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海口市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由于
当前各地学校对“考试命题”的研究较少。加之对
教师缺少必要的考试命题培训和指导，因而，客观
审视基层的语文试卷，我发现小学语文考试命题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下问题，当引起重视，特向贵
报反映。

问题1，低级错误较多。所谓的低级错误，是
指试卷中印刷排版错误、错字和别字现象、试卷中
出现明显语病、试卷题目交代不清等问题。纵观
这几年，海口市统一测试的试卷，从一年级到六年
级都会或多或少出现各种低级错误，其中错字别
字现象尤为突出。而在低年级语文试卷中的“看
图写字词”和“看图写话”一类题目上，则普遍出现

“图片不清”的问题。图片必须能让学生看得清楚
明白，如果学生看不清，甚至连成人都无法辨别
时，很难想象如何让学生去思考和回答。此外，试
卷还存在“某题的提示中蕴藏着其他题目的答案”
的情况，这需要命题者严谨细心。

问题2，试卷命题要注意难易度、区分度和广
度，把握好难度系数。一份测试卷如果让绝大多
数学生都考了 95 以上，（2011——2015 学年第一
学期的一年级语文期末试卷，我校及兄弟学校一
半以上的班级平均分达到了98分之多）是说明学
生都掌握得很好，达到了应有的能力和素养，还是
证明这份试卷缺乏检测的有效性？反之亦然。一
份优秀的试卷一定会注意考量难易度、区分度和
广度，望命题者注意把握，以便试卷能够起到好的
检测效果。

问题 3，小学语文试卷中经常会出现大量的
“按照课文内容填空”，个人觉得这类题目可以去
除一些，除非那种极其精炼性的文字，不可改一字
一词。纵观苏教版的现代文，很难达到这种高度，
填那些无太多意义的词句价值不明显，纯属机械
记忆。这类填空题可以替换为灵活多变的内容，
比如词语填空来概括主人公的特点和品质，如：

“本学期，我们认识了（ ）的海伦·凯勒，（
）的抗洪勇士，（ ）的莫泊桑，以及与战

士（ ）的彭德怀；我们观赏了（ ）的黄
果树瀑布，（ ）的秦兵马俑。”既完成了主要
内容的概括和核心价值的体现，又检查了学生的
理解能力，对于语文知识，我们应该要活学活用，
何乐而不为呢？

问题 4，试卷命题时教师不可设置“故意陷
阱”，应当尽量避除。例如某小题前半部分内容在
正面的最后，后半部分内容在反面的开头；在横线
上填空时，上一行结尾一条横线，下一行开头又是
一条横线，等等。这些细节问题能体现命题教师
的人文关怀，何必设置这些“无意障碍”呢？如果
说这些“陷阱”可以理解为排版的问题，有些题目
则完全是无意义的“钻牛角尖”。正常情况下，我
们会这样写：“深秋时节，红色的枫叶牵动着许多
游人的心。”语法规范，也有美感。但本学期期中
海口市统一考试试卷，有一道缩句题是这样的“深
秋时节，枫叶的红色牵动着许多游人的心。”正确
答案是“红色牵动心。”这样的“陷阱”设置，虽然确
实让 70%以上的孩子失分，但如此人为设置“陷
阱”，检测目标丢失，毫无意义。

问题5，作文检测年段区分不明显，作文命题
存在细节缺陷。三四年级应该以“段”的训练为
主，五六年级以“篇”的训练为主。但纵观三到六
年级试卷，不仅整张试卷题量一致，且作文格无明
显区别，均在450字左右。此外，三到六年级作文
命题，惊人相似。作文题表述也不够严谨，有的题
目要学生写快乐的中秋节，最后的要求是“写出全
家人的感受”，对小学生来说，写出他人感受时有
难度。

问题 6，题目远离生活。语文学习最终作用
仍然是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能说，会写，能
读，会听”这样简单的要求放在语文学科上，就需
要语文教学有“大语文观”，生活处处皆语文。测
试中，试卷与语文生活剥离明显，希望能在句型训
练与口语交际中，增设生活味浓的题目。

小学阶段语文测试的目的是检测性，而非选
拔性，因此试卷命题时要避免难题、偏题、怪题和
超出测试范围的题目，以《课程标准》为准绳，命题
者应将心比心按照各个学段的不同特点去选择命
题形式，有效检测学生的知识掌握和能力提升情
况，命题时教师应该对该年级学生层次和学科知
识了然于心。

考试作为评价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发挥着反
馈、诊断、激励和帮助等功能，起着促教促学的作
用。考卷命题者手拿“指挥棒”，命题直接影响着
教师教学走向。

热心读者 叶老师
2016.1.17

试卷命题，
也要有人文关怀

■ 实习生 陈宇航 周扬

2016年1月16日，海南师范大学教
务办公布了一组海南师范大学2015-
2016年考试作弊累计情况表以及24名
作弊学生的名字、学号等信息的通报。
并且按照海南师范大学处理作弊学生的
惯例，将对实施作弊的学生进行相应的
纪律处分，这就是海南师范大学给作弊
学生清算的作弊成本。

表中显示1月11日到1月15日 5
天里，教育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新闻学
院、文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政法
学院、经管学院、外语学院、音乐学院、美
术学院、数统学院、信息学院、物电学院、
化工学院、生命与科学学院、体育学院、

地理学院、旅游学院等18个学院作弊人
数共计24人，其中教育学院、初等教育
学院、新闻学院、文学院作弊人数为0，
信息学院人数相对全校最多，5天共有7
人作弊。

据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务办薛老
师介绍，2015年文学院作弊学生较多，
总作弊人数达到9人，作弊公示，确实收
到了不错的效果，今年文学院学生实现
了“零作弊”。今年，全院紧抓作弊行为，
考前开展思想意识教育班会、进行诚信
考试签名、下发相关考试作弊惩处文件，
从根上杜绝学生作弊的可能性，同时提
醒学生“考试挂科了不要紧，寒假好好复
习，补考还可以过，考试作弊却会带来没
有学位证、公告通知、丢失一切评优评好

的机会，得不偿失。铤而走险不可行。”
“原来，考试作弊成本这么高。”一

位大三同学说，以前以为作弊被思想
教育一番就好了，现在才知道考试作
弊的危害。“一次作弊，不但名誉受损，
还影响毕业学位证的发放，实在是不
值得。”

据了解，刑法第284条新增规定：
“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
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代替他
人或者让他人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
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现在法律也都明确规定不能作弊，
大学生作弊确实需要先想想作弊成本，

“学校采取严厉对待学生作弊行为的做
法，也是为了学生的诚信，让我们的人生
之路走得更加长远。”

走在海南师范大学校道上，一排排
杜绝作弊的横幅挂在林荫道上，时刻提
醒学生不要作弊，而在大型英语四六级
考试、教师资格证考试时期，海南师范大
学也会在教学楼拉下横幅，提醒学生诚
信考试。

学校通过负面警示、正面引导相结
合，在学校营造一种诚信的教育氛围。
把诚信考试当作对学生的诚信教育，采
用学校宣传板公示栏公示方式、班群下
发诚信考试文件提示以及各个班群公布
作弊学生名单，利用大学生喜欢使用的
网络进行教育，诚信效果明显。

作弊公示栏里的诚信教育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通讯员 吉家正

就任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
水头小学校长四个月来，44岁的
洪汉语主要做了一件事：邀请昌
江县第三小学语文、数学、英语等
学科的省级骨干老师，来到水头
小学跟班听课，然后和科任老师
一起磨课，就如何提高课堂效率
提出修改的意见。

“除了听课磨课，我下一步
考虑邀请昌江县第三小学的老
师和水头小学的老师们结成手
拉手，开展更长久的固定学习。”
洪汉语说，除了教师教研活动之
外，我们还将组织水头小学的孩
子们参观学习昌江县第三小学
少先队的大队活动，学习文明礼
仪活动。

水头小学是一所位于距离昌
江县城城区大约3公里的农村小
学，昌江县第三小学则位于县城
城区。作为水头小学校长的洪汉
语，之所以能够攀上“这个城里的
亲戚”，主要是源自他曾经在昌江
县第三小学担任副教导主任16
年。

2015年 10月，从昌江县第
三小学到水头小学，洪汉语开始
逐步分析两者的差异：在老师层
面，农村学校老师的教研活动相
对不够细致，需要城区学校的优
秀老师带一带；在学生层面，城区
学校的学生课外活动比较多，而
农村学校的学生课外活动则较
少；在课堂方面，城区学校的教师
大多数使用多媒体设备，而农村
学校的教师主要还是依靠粉笔、
黑板、课本。

认识到了差异，就要逐步改
变，洪汉语就来到“娘家”昌江县
第三小学“求援”。“我们以前要
获得城区学校的支持，主要还是
要通过县教育局的统一协调和
帮助。”水头小学副校长李平说，
现在就可以直接获得昌江县第
三小学的支持，主要依靠洪校长
的沟通。

近年来，在推动县域义务
教育基本均衡发展中，昌江县
积极推动校长的交流轮岗。一
方面，城区学校的中层干部下
乡做校长，另一方面，农村学校
的优秀校长也会交流到县城学
校任职。

昌江县第二小学校长冯君，
2015年10月之前任职水头小学
校长。1970年出生的冯君，1990
年在昌江县乌烈镇峨港第二小学
担任教师，直至教导主任，2010
年10月至2013年7月，冯君任乌
烈镇峨沟小学校长，2013年7月
至2015年10月任石碌镇水头小
学校长。

“25年的从教，冯君所在的
学校距离县城越来越近，最后进
城了。”听到有人这样调侃，冯君
自加压力，一定要干出点儿样子。

2015年 10月，甫一到任的
冯君，就按照省教育厅的统一要
求，启动了昌江县第二小学的家
访活动。“校长带着领导班子成
员、班主任老师按照组别，对全校
606名孩子逐一进行了家访。”昌
江县第二小学数学教师梁连明告
诉记者，这在昌江县第二小学是
第一次。

家访之后，冯君倡议成立了
家长委员会。“昌江县第二小学六
成的孩子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相对缺位。
我希望通过家长委员会，促使更
多的家长关心孩子的教育。”冯君
说，通过家庭学校一起来培养孩
子，是他多年在农村小学任职的
最大体会。

触动昌江县第二小学教师
的积极性，冯君也有“杀招”——
推门听课。“冯校长不仅随时听
课，而且还检查学生的作业，主
要是看老师的批改情况，看老师
们有没有评语。”昌江县第二小
学教导主任陈朝阳告诉记者，他
还督促全校的老师，都要使用多
媒体制作课件，并且在上课的时
候使用。

昌江县教育局副局长林书辉
认为，通过城区学校、农村学校的
校长交流轮岗，能够进一步激活
校长的管理活力。

1月16日上午，在海南师范大学龙
昆南校区的音乐厅门口，许多等待参加
2016年海南省艺术招生考试的学生们，
正在做热身准备。一个个拉伸、压腿、身
着美丽礼服的身影出现在记者的视野
中。

2016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艺术类专业考试于2016年1月16日-
17日在海南师范大学（龙昆南校区）进
行，艺术类专业考试是全国普通高考的
重要环节，属国家级考试。

据悉今年海南省艺术类专业考试报
考人数共有2058人。其中：美术1192
人、声乐 278人、乐器 82人、舞蹈 389
人、主持与播音 91人、书法 26 人，与
2015年艺术类考生1942人的总数相比
增加了116人。

“今天太紧张了，在即兴评述环节没
表现好，回去绝对会被老师批的。”来自
侨中的一名报考播音主持的参赛选手说
道，记者问他想考哪所学校，他说：“我想
考浙江传媒大学，但是得要脸、要身高，
太难考了，浙江传媒要求男生身高
173cm，中国传媒大学要175cm，女生
的话减少10cm。而且现在很多学校的
播音专业都不对海南招生，因为我们的
口音比较重。所以现在海南报考播音主
持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学校来考试的
只有两个人，我还专门停了两个月的课
来准备这次考试。”他说。

在他身旁还有三位来自定安中学的
参赛者，“我们三个是一个班的，报考的
也是播音主持。之前听老师介绍过，也
有学姐在去年的考试中取得了很好成
绩。在我们学校影响很大，我们就一起
相约来参加播音主持考试了。但是今天
考试真的好紧张啊，好多都说错了。”三
位脸上一直挂着笑容、画着淡妆，穿着高
跟鞋、套裙的女生兴奋地说着。

推进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昌江推动校长
交流轮岗

■ 见习记者 徐晗溪

“北大教授贺桂梅要来海大上课
了！”1月 14日，海南大学第三教学楼
110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不仅座无虚
席，就连过道都站满了人。

除了北大教授，电影《李小龙》的导
演叶伟民、《绣春刀》的编剧陈舒等近期
也将来海南大学授课。这些名家为什么
会齐聚海南大学呢？原来，海南大学“冬
季小学期”开课了。

“冬季小学期”：海南大
学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小学期制在国际上较为普
遍，清华、北大、复旦等我国不少高校也
都有小学期制。2008年12月，海南大
学获准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
校行列，同年，在海南大学校长、原清华
大学教授李建保的倡导下，海南大学首
次试行冬季小学期。

什么是“冬季小学期”？海南大学教
务处处长张云阁介绍说，“冬季小学期的
开设，是海南大学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
举措。冬季小学期，是将原来春、秋二学
期制变为春季学期、秋季学期和冬季小
学期三学期制”，“每年从秋季学期中拿
出三周时间，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为海
大学生授课。因为处在冬季，又是独立
于传统的两学期制，加上时间比较短”，
故称之为“冬季小学期”。

2008冬季，海南大学第一届“冬季
小学期”正式开场，当时聘请了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社会科
学院等10个单位的专家、学者19人（其
中国家级教学名师1人，博士生导师17
人），讲授19门专业选修课和3门全校
性文化素质选修课课程，受益学生达
1300多人。时至今日，2015年的冬季
小学期，海南大学聘请专家143人，开课
123门，受益学生为大二至大四三个年
级的1.8万人。

据了解，海南大学会为授课专家颁
发“冬季小学期外聘专家”证书，每年都
有院士、长江学者、一级教授等国内外知
名学者前来讲学。

“来的都是全国名家，有的学生想一
睹风采，还有一些为以后考研究生做准
备”，提到这些，海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张巨斌滔滔不绝，“大学，大师也。即便
不能跟着全程学习，有机会学一段也是
好的”。

“冬季小学期给了我考
北大的希望”

在张巨斌试图通过冬季小学期，
为学生考研提供便利时，人文传播学
院2007级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石岸书，
已经凭借冬季小学期的契机，考取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他早已
从北京大学学成毕业，现在清华大学

读博士”，人文传播学院院长刘复生介
绍说。

“是有这么一个契机”，石岸书回
忆，他有幸听了第一届的冬季小学期，
当时文学院来了很多北大名家，这些
都是书里的人。正是在冬季小学期的
课堂上，他找到了理想与现实的连接
点。“我第一次觉得，也许北大离我也
没那么远”，石岸书感慨道。

如今，石岸书已经记不得，他是哪
一年听的冬季小学期，但是却清楚记
得，那年来了韩毓海、陈平原。“通过冬
季小学期，我联系上了韩老师，也是在
课堂上，我与韩老师有了初步的接触，
给他留下了一点微弱的印象”，石岸书
回忆道。

在采访中，石岸书反复提到“微弱”
这个词，用它来形容他与北大、与北大老
师间的联系。但就是这微弱的联系给了
他考取北大的希望，“别人也不相信我能
考上”，“但我还是考了，我觉得有希望，
只是没想到会考那么好”。最后，石岸书
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
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

“冬季小学期形式上的作用，大于
它的实际意义，毕竟很短。然而，在冬
季小学期的课堂上，你能看到什么是好
的老师、好的风范，这种象征性的光环，
会在冥冥之中激励着你前进”，石岸书
说。

“在生活中看到书上的人，就像突然
间，打开一扇窗，有光射进来的感觉，一

下子明白了，原来做学问是这样的感
觉”，石岸书说。

期待“海大能换个大点
的教室”

对于开设了8年的“冬季小学期”，
学生们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有些市民在
听说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的“名家阵
容”后，也纷纷“跪求课表”，前去“蹭
课”。有旁听市民对记者说：“这个机会
真的很难得”，并期待“海大能换个大一
点的教室，像北大一样对公众开放”。

“大学实行小学期的学校有很多，
但大多数实行的都是夏季小学期。海
南大学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
境，聘请国内外的名师名家在冬季来
校授课，既可以让海大的学生分享了
优质的教育资源，又让来琼授课教师
有一个了解海南、宣传海南、贡献海南
的机会，可谓一举两得。“张云阁表示，
经过八年的积极探索与实践，海南大
学的冬季小学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教
育教学管理经验，下一步，将一批适合
冬季小学期开设、课堂效果好、深受学
生欢迎的课程作为冬季小学期的主干
课程固定下来，作为冬季小学期必开
课程。其次是课程管理规范化。注重
冬季小学期的过程管理，制定相应的
规章制度，保证冬季小学期的建设更
加科学化、合理化。

在海大“冬季小学期”课堂
遇见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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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周扬 陈宇航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