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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2022全国高考阅卷工作正
在进行中，连日来，多地通过“评卷开
放日”、媒体探访等形式，向外界披露
颇具“神秘”感的高考阅卷工作。那
么，高考评卷如何保证公平公正？数
学题、作文题是怎么打分的？

评卷全程监控
高校、中学老师是主力，也有研

究生参与
短时间内评阅上千万考生的试

卷，高考试卷都是谁在打分？从各地
披露的信息来看，各地大都是抽调经
验丰富的中学、大学教师参与阅卷。

江苏今年高考评卷遴选高校及
中学评卷教师2300余人，评卷总量达
197 万余份，所有中学评卷教师均从
各地推荐的评卷教师库中产生，评卷
组长由该科权威专家担任。

例如语文阅卷队伍，除了高校老
师，还有从全省各地报送的教师信息
库中挑选的220余名高中一线语文教
师参加，“他们基本上来自全省四星
级高中，职称层次高、具有多年阅卷
经验，专家组会结合不同类型的样
卷，逐条讲解评分标准。”

由于实行了双评制，今年广东高
考阅卷人员超过5000人，其中骨干人
员均为大学教师。按教育部要求，今
年阅卷人员可以允许有实践经验的
研究生参与部分简单、明确、答案唯
一化、不需要展开的主观题评卷。

不仅阅卷人员是层层选拔，阅卷
人员进入阅卷场也得层层过关。多地
都要求阅卷人员佩戴证件测量体温，
评卷人员不能佩戴任何电子设备进
入评卷现场，甚至水杯等必需品也要
求放在规定地方，统一集中管理，阅
卷现场的网络与外界物理隔离，保证
数据安全。

天津市评卷点的语文学科评卷
专家组负责人还介绍，评卷点除了实

行封闭管理，在整个评卷期间都安排
了所有评卷教师集中住宿。

一道题或经过四层把关评判
数学题可给出十余种解答方案
如何保证阅卷评分，特别是主观

题的公平公正，多地高考阅卷都提到
了“双随机”和“四评制”。

“双随机”即评卷全环节利用技
术手段实行密号流转，对试卷扫描图
像按题组切割全部打乱，系统自动随
机生成，系统自动随机分发给评卷人
员，确保公平公正。

在贵州师范大学高考评卷基地，
评卷老师通过电脑评阅各科试卷，电
脑屏幕上只显示答题部分，看不到考
生的任何信息。同时，每位评卷老师
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范围内，清楚显
示在监控大屏上。

在江苏阅卷现场，各评卷小组对
切割后的题块分别进行评卷，每个题
块随机分发给两名以上不同的评卷
教师分别独立评阅。

若两人评出的分数在学科评卷
专家组设定的评分阈值范围之内，则
取两人所评分数的平均值；超出评分
阈值范围的，提交给第三位评卷教师
进行三评；仍超出评分阈值范围的，则
提交给专家组进行评判。如出现个别
阅卷老师三评率高于同组人员的一倍
时，学科专家组将停止其阅卷资格。

数学、理化等题目解题思路多
元，为了保障准确评判，各地也有严
格要求。

在天津，评卷点的数学学科评卷
专家组负责人介绍，数学“大题”最多
的会有12种解法，评卷教师细致把握
每种解法中的各个得分点，以保证公
平给到每一分，体现出学生的准确成
绩，维护考生切身利益。

甘肃今年高考评卷还全面实行
了人工智能辅助评卷，针对考试评分

设计的专业人工智能系统，在深度学
习评卷学科组专家的评分样本数据
后，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高效率、高
准确度和高可靠性特点，在不影响现
有人工正常评卷的情况下，向评卷学
科组专家反馈复核建议，在提升评卷
效率的同时，确保数据准确。

高考作文怎么判？
多人背靠背打分，杜绝“保险分”

每年高考，作文题都是社会关注
度较高的话题，高考作文怎么评判，
各地也都有严格的标准。

天津南开大学评卷点的语文学
科评卷专家组负责人介绍，“大家很
关心的作文评阅，每份作文试卷是由
多位老师进行‘背靠背’评卷的。如果
评卷老师之间的分差超过预先设定
的阈值，那么计算机系统会自动将试
卷提交给专家组进行评定。”

江苏评卷点的高考语文学科评
卷组组长介绍，专家组精心制定了评
分细则，要求考生能读懂材料、有话
可说、有感而发，“评分细则有厚厚两
大本，每个题目能得几分都有例证，
让老师一目了然，作文评分总体要求
文风端正、文脉清晰、文气顺畅。”

此外，评卷组精心做好质量监控
工作，专家组不间断、无死角反复核
查，并组织核查组对作文评卷进行抽
查。“我们还有一支‘别动队’，从各个
组遴选精兵强将组成复查组，严查

‘打保险分’‘高分低打’‘低分高打’
等现象，充分体现考生真实水平。”

“今年语文考题有一定的难度，
主观性试题增加。同时，作文的考核
对学生综合素养有了更高的要求。”
吉林省高考语文评卷组组长宋祥介
绍，从目前阅卷的情况来看，学生审
题能力大幅提升，答题思路比较清
晰，语文运用能力也在稳步提高。

本报综合消息

高考分数是怎么打出来的？

近日，一女孩吃荔枝后“急性
中毒”的消息受到网友关注。当前
正值荔枝上市的季节，你听说过

“荔枝病”吗？很多网友在新华社客
户端“问记者”平台问：吃荔枝能
不能“日啖三百颗”？对此，记者采
访了相关专家进行解答。

网友：吃荔枝能不能“日啖三百颗”？
记者：俗语称“一颗荔枝三把

火”，荔枝多食易引发健康问题。由于
荔枝含有大量果糖、葡萄糖，多吃容
易导致血糖浓度过高，还可能会刺激
机体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用于降血糖
的胰岛素，儿童等特殊人群机体的自
我调节能力不完善，灭活胰岛素能力
不足，容易发生低血糖。对此专家提
醒，切勿空腹、过量食用荔枝，慎防

“荔枝病”。
网友：为什么吃荔枝多了会上火？
记者：荔枝中含有大量的葡萄

糖、果糖、各种维生素，专家介绍，在
过量食用荔枝后，会产生大量热卡，
食用者可能出现舌头上长小疮、小便
变黄、大便干结、嗓子痛、咳嗽等症
状，这些症状从西医角度来看，是由
于热卡摄入过多而引起的代偿反应，
在中医角度上来看就是“上火”。

网友：什么是“荔枝病”？
记者：专家说，“荔枝病”是现代

医学认为的一种“低血糖反应综合
征”，特定人群吃荔枝后会产生这种
疾病。“荔枝病”可出现一系列的低血
糖症状，轻者会出现头晕、出汗、面色
苍白、乏力、心慌、口渴、饥饿感等症
状，重者可有四肢厥冷、血压下降，甚
至抽搐或突然昏迷等症状，严重者可
休克死亡。

网友：有人突发“荔枝病”怎么办？
记者：专家表示，若食用过量荔

枝后出现低血糖症状但未见其他严

重情况时，可先吃15克碳水化合物，
升高血糖，然后观察约15分钟，根据
症状缓解程度决定是否需要再次吃
15 克碳水化合物。若患者出现了抽
搐、昏迷、神志不清等，则不要擅自喂
任何食物或水，以免发生窒息，应立
刻拨打急救电话送医治疗。

网友：荔枝要怎样吃才够安全？
记者：专家提醒，总的来说应注

意不要空腹吃，适量不贪多。不同的
人群食用荔枝的“安全量”各不相同：
对于糖耐量正常的成年人，每次食用
荔枝建议控制在15颗内；4岁以内的
孩子最好不要直接进食整粒荔枝，儿
童一次食用建议不超过4颗；孕妇食
用荔枝每次不超过10颗；有便秘的老
人、血糖控制不好的人尽量不吃；控
制体重的人要尽量少吃；患有肝病、
肾病、胃肠疾病的人更要慎重。

据新华社电

这是 6 月 17 日拍摄的
重庆陆海国际中心项目主
塔楼施工作业现场 （无人
机照片）。

6月18日，由中建三局
三公司承建的重庆陆海国
际中心项目主塔楼正式封
顶。重庆陆海国际中心集
办公、商场、酒店、观光
于一体，是重庆国际商务
区的核心载体和标志性项
目。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52
万平方米，由两座塔楼及
商业裙楼组成，其主塔楼
建筑高度458.2米。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重庆陆海国际中心主塔楼封顶重庆陆海国际中心主塔楼封顶

记者近期调研发现，一些政府部门看中学校人员基数大、
易管理等“优势”，将政务类公众号、App的涨粉需求，以及各
类评比任务，通过家长群转嫁至学生家长，“指尖形式主义”向
学校蔓延。

形式主义向校园传导形式主义向校园传导，，加重家校负担加重家校负担

记者采访发现，家长群中出现越来越多与教学内容无关的
信息，给部分家长和教师带来额外的工作和压力。

——文明创建、县区争优，政绩评比盯上家长。“各位家长朋
友，创建文明平安示范区需要您投上宝贵的一票。”“关注公众号
并阅读以下文章，完成后在本班级群里接龙。”……不少学生家
长反映，家长群里不时出现一些“拉票”“求关注”信息。

一位来自江西南昌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家长常常被要求参
加第三方投票活动，需关注公众号并连续多天投票，多是属地
文明创建、县区评比等内容。一些单位甚至把“行政命令”下达
至学校，给各学校排名，以达到“涨粉”“拉票”等目的。

——任务转嫁、压力下沉，教师学校不堪重负。广东清
远一小学班主任感叹，进了家长群，天天家长会。她对记
者说，按照上级要求，要在群里发各类主题创意、答题等
活动，除安全教育等确需向学生普及的内容外，还有不少
区域改革、社会保障等“超纲”专业性答题，校方也表示
无奈。

不仅如此，上报统计数据也让许多教师为难。有教师感
慨，过多过滥的“额外”工作占用精力、影响备课。也有校方
对上级任务表示“情非得已”，甚至主动“加杠杆”，以达到避
责目的。“如将安全教育答题记录留痕，万一发生安全事故，和
没有留痕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无奈之举。”江西吉安
一名中学管理人员说。

——商业嫁接、流量变现，无关任务不堪其扰。有受访家
长表示，自己手机里下载了不少“僵尸”App，其中以政务号居
多，除日常资讯外，还有酒店预订功能，可链接到外部商业平
台。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 App、公众号实为商业机构与政府部
门合作开发，挤进校园后，为商业服务内容聚集“人气”。“如果
频繁向家长群推广此类内容，会让家长觉得‘不务正业’。”江
西丰城一中学教师坦言，之前就出现过家长不满学校布置与
教学无关的任务，在群里与教师“开撕”的情况。

三重原因加剧家校信息过载三重原因加剧家校信息过载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家长群信息过载暴露部分行政部门官
僚化的顽疾，也折射“指尖形式主义”从行政单位向外传导的
趋势，还有一些机构看中了信息进入校园的“生意”，千方百计

“撬开”学校的大门。
——行政任务向校园转嫁。在受访家长提供的群聊记录

中，有不少“接上级通知”“按区里要求”等字眼。南昌市
社科院社会所所长戴庆锋认为，家长群信息过载，一个重要
原因是一些行政主管部门为完成自身职能任务，转而向学校
转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一些政府部门看中学校
人员基数大、易管理等特点，利用考核“指挥棒”将“涨粉”
任务通过文件、通知等形式下发至学校，以完成相关行政指
标。

——形式主义改头换面。近年来，中央下大力气为基层减
负，但记者调研发现，形式主义有向学校转移趋势。河南安阳
一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完成学校这类任务后还要在家长群里

‘接龙’、发截图，不按规定完成，又怕影响孩子在老师心中的
印象。”

——信息推广暗藏商业利益。记者调查发现，有的机构与
行政主管部门合作开发 App、公众号，通过家长群积攒下载、
关注量，提升平台商业价值；有的机构以“智慧校园”为名，
绑定学生作业、校园缴费等通道，通过优惠、赞助等方式，让
学校帮忙推广、引导学生下载使用。

“推广一些有益学生身心发展的内容无可厚非，技术进步应
该为教育赋能。但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在监管中有
一定困难，给了一些别有用心者‘活动空间’，加剧校园信息过
载。”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龙翔说。

信息减负信息减负，，打造良性家校互动打造良性家校互动

针对部分家长反映家长群“变了味”、家校双方受累的状
况，专家建议，各类家校协作信息应规范化，谨防“指尖形式
主义”滋扰校园，让家长群回归家校沟通的本义。

采访中，一些教育界人士表示，家长群只是一种交流方
式，应当给过载的家长群进行信息清理，目前教育部门也正在
行动，要求相关单位不得利用各类App、小程序随意反复采集
学生相关信息。同时，对各类进入校园的信息摸清底数、建立
清单目录，坚决铲除形式主义的生存土壤。行政部门以身作
则，不要利用家长对学生的关切心理，以行政命令等方式，把
学校作为完成任务的工具。

熊丙奇等人认为，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和纪检监察等相关部
门应加强监管，有效遏制过度检查考核、强行推广使用、滥用
通报排名等方面问题，减轻家校负担。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