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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评价体系
考查内容

1.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指标体系

2.学科素养

学科素养指标体系

3.关键能力
知识获取能力群袁主要包括院语言解码能

力尧符号理解能力尧阅读理解能力尧信息搜索能
力尧信息整理能力袁等等遥

实践操作能力群袁主要包括院实验设计能
力尧数据处理能力尧信息转化能力尧动手操作能
力尧应用写作能力尧语言表达能力袁等等遥

思维认知能力群袁主要包括院形象思维能
力尧抽象思维能力尧归纳概括能力尧演绎推理能
力尧批判性思维能力尧辩证思维能力袁等等遥

4.必备知识
理解并掌握人文社科的基本问题尧原理与

思想袁尤其是人文思想的正确立场尧观点与方
法遥

理解并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尧科学
精神与思维方法遥

掌握运用语言或其他符号形式进行表达
的知识遥 张晶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

理想信念

爱国情怀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法治意识

世界观和方法论 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

品德修养

奋斗精神

责任担当

健康情感

劳动精神

专家寄语院
21 世纪是教育决定社会未来的

时代遥 随着全球化与后产业革命的
推展袁 学校教育的价值与意义被重
新受到审视遥 我国的学校教育正处
于从野量冶的发展时代转向野质冶的发
展时代遥 实现基于野核心素养冶的学
校变革袁 实现 野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冶袁成为未来十年摆在我们面前的
紧迫课题遥

刷新学校教育目标
学校变革的目标是寻求野优质冶

与野平等冶的兼得袁对这二者的追求
不是对立的遥 基于野核心素养冶的学
校变革袁 其目标在于培育每一个儿
童成为学习的主人公遥

我国的学校教育离真正的 野素
质教育冶 即 野21 世纪型学习冶 的象
征要要要野探究学习冶与野协同学习冶袁
尚有一大段距离遥 传统的应试教育
是以固守学科知识的传递作为优先
课题的遥 倘若把学校课程的功能单
纯地视为传承文化遗产袁 因而把学
校的课程与教学仅仅局限于传授知
识尧技能本身袁就会失之偏颇遥 知识
和技能本身决不是教育的最终目
的袁我们所应期许的袁是学生习得的
任何知识尧技能袁能够在其人生旅途

中得以充分运用袁 并且借此促进其
基础学力与健全人格的成长遥

学校教育从野知识本位冶向野素
养本位冶的转型袁是世界教育发展的
共同趋势遥 这意味着袁野知识本位冶的
教育逻辑应当让位于野素养本位冶的
教育逻辑遥 所谓野核心素养冶或野关键
能力冶不仅是指单纯的知识尧技能袁
更是指运用包括知识尧技能尧态度在
内的种种心理和社会资源袁 在特定
情境中应对复杂课题的一种能力遥
它是一个整体性概念袁 融汇了 野知
识尧技能尧态度窑价值窑伦理冶三个基
本要素遥

优化学校课程结构
多年来袁 我国的应试教育的课

程设计体现出了 野重脑力轻体力冶
野重认知能力轻非认知能力冶野重学
科知识轻跨学科素养冶 等特征袁与
野核心素养冶的理念格格不入遥 我国
的课程发展方略应当反其道而行
之袁求得三个维度的均衡发展遥

求得脑力与体力均衡发展遥 脑
科学研究表明院 运动使牵涉思维与
情感的神经传递物质以及神经化学
物质保持平衡袁 而一旦保持了这种
平衡袁将会改变整个人的一生遥 体育
运动对于人们的思考方式尧 感悟方

式乃至人生的成功十分重要遥 可以
说袁在儿童作为学习者的发展中袁体
力与脑力同等重要遥 运动不仅锻造
体力袁 而且也是锻造脑力的重要路
径遥

求得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均
衡发展遥 促进个人成功与社会进步
的能力是多元的遥 研究表明袁阅读能
力尧运算能力尧问题解决能力等野认
知能力冶固然重要袁但创造性与批判
性思维尧忍耐力尧自制心尧抗逆力等
野非认知能力冶同样重要遥 野非认知能
力冶是源于个体人格成长起来的袁是
可教的袁 而且它的培育是以良好的
师生关系为前提条件的遥 研究证明袁
野教师与学习者之间一旦形成某种
特定关系袁 脑内就会发生积极的变
化冶袁野师生之间的社会交互作用有
助于信赖关系的构筑袁 融洽学习者
之间的情感袁促进学习者的发展冶遥

学校变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遥
基于野核心素养冶的学校变革涵盖了
如下的基本环节院 核心素养要课程
标准渊学科素养/跨学科素养要单元
设计要课时计划与实施要学习评
价袁这些环节彼此链接尧环环相扣遥
学校教育的真实变革袁 应当经受全
新的教育观念和实践探索的洗礼遥

钟启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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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院

奏响学校变革进行曲 绎1 月 8 日袁 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二中
队到绵塘小学进行交通安全主题教育宣讲袁从
一个个事故案例中袁让学生懂得了遵守交通规
则的重要性遥 赖水清 曾慧敏

绎近日袁赣州市特级数学名师及瑞金市教
研室成员一行到日东乡中心小学进行了教研
指导遥 他们深入课堂听课袁对上课老师进行了
细致深入的点评遥 朱书敏

绎井冈山小学近日邀请了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宋智丽对全校教师进行了心理健康专
题讲座袁主题是野关爱教师心理袁健康幸福人
生冶袁进一步提升教师心理素质袁丰富职工的心
理健康知识遥 丁晓宁

绎近日袁宝钢希望小学举行了野红领巾心
向党袁队旗伴我共成长冶的新生入队仪式遥 此次
活动袁 使新少先队员们在心灵上感受到了先
进力量的无上光荣与自豪遥 钟雅平

本报讯 渊曾建春记者陈盛昌冤团
旗鲜艳袁团徽闪亮袁青春启航遥 1 月 2
日晚袁共青团瑞金市第三中学第三届
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遥本次到会团
员代表 120 余人袁 符合法定人数袁学
校主要领导出席会议遥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
幕袁学校校长钟勇春致开幕辞袁希望
团员们志存高远袁胸怀理想曰希望团
员们提高品德修养袁 用高尚的道德
行为影响身边的同学曰 希望团员们
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袁做出成绩袁
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校争光添彩遥

团委赵意同志作 叶共青团瑞金
市第三中学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
告曳袁报告回顾了本届学校团委委员
会完成的各项任务和取得的成绩遥
团委黄明生同志作 叶共青团瑞金市
第三中学第二届委员会关于团费收
缴尧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曳遥

古熙副校长宣读了 叶共青团瑞
金市第三中学委员会换届选举办
法曳袁通过了监票尧计票人名单遥 严格
按照共青团选举换届规定程序袁通
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袁 选举产生了
共青团瑞金市第三中学第三届委员

会委员遥 团员代表大会在团歌叶光荣
啊袁中国共青团曳中胜利闭幕遥

美好的新时代赋予当代青年广
阔的发展空间袁 宏伟的事业承载着
伟大的时代使命遥 全体共青团员尧新
一届团委班子将在学校党总支的领
导下袁严格遵守团的章程袁履行团的
职责袁 不忘初心使命袁 释放青春激
情尧追逐青春理想袁以青春之我尧奋
斗之我袁为建设青春之校园尧青春之
中国加油助力袁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习野中国梦冶尧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中国添砖加瓦遥

三中召开团代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