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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记者 匡丽娜）11月25日至26
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共同主办，课堂内外杂志
承办的“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暨高考语文（北京卷）
命题与评阅16周年高端论坛”在北京邮电会议中心
举行。

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内
蒙古等地的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语文教育专家，以
及北京市各区县重点中学的语文特级教师共100余
人就“高考四十年语文试题研究”“高考语文（北京卷）
命题与评阅研究”“高中语文教育教学研究”“语文教
材研究”“国民语文能力测试标准与分级测试体系研
究”等话题展开探讨，以进一步推动语文教育教学与
考试改革工作。

写自己内心想写的东西，什么年纪
说什么样的话

与会专家对恢复高考以来，中国高考教育历程进
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就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围绕课程
改革、教材改革、考试改革等一系列社会关注的话题，
展开充分探讨。不少专家对中学生的高考作文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高考作文就是应该有内容、情景、文体等多方面

的限制，以此来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精细思维能力和创
新能力，很多考生也写出了非常优秀的作文。”北京教
育学院丰台分院中学教研室语文教研员管然荣称，中
学作文教学应该培养学生思辨能力，让他们在全面或
整体分析事物的基础上，学会立足材料，重点发掘自
己独特的生活积淀和情感体验，表达自己独特的见
解、看法，张扬自己特色的个性特征。

“很多文章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毛病，并未跑
题，框架合理，语句也算通畅，但就是觉得写作者不像
在说自己的话，僵化做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顾歆
艺称，作文是一块试金石，能反映出基础语文教育的
不足，中学生作文应提倡一种自然淳朴的文风，在符
合作文题目要求的前提下，写自己内心想写的东西，
什么年纪说什么样的话，即使文章稍显稚嫩，也比说
大话、空话、套话强。

“学生写作中普遍存在八股腔，有的写得花里胡
哨，有的写得不知所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
认为，中学作文教学应回到语文教育的起点上，让学
生好好读点经典文章，学会把意思说得明明白白，条
理清清楚楚，语言干干净净。

人工智能已经尝试批阅作文

在本次论坛上，一些教育专家还就如何培养高素
质人才提出了建议。课堂内外杂志社董事长刘信中
称，教育工作者要尊重发展青少年个性，从“科学、人
文、生活”三个方面提升他们的核心素养。特别是面对
文化多元的世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显得特别重
要，所以广大教育者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商”。国
外一些著名大学已经开设了“文化商”这门课程。刘信
中说，“目前，课堂内外正在跟中外的相关专业机构进
行合作，建设‘少年大学’，着力培养中国青少年的人文
素养、生活能力素养、科学素养、财经素养、艺术素养。”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应用到语文作文阅卷上。”在此次
论坛上，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称，目前他们
重点围绕语音识别、手写识别、自然语言理解、智能评测、
机器翻译等技术，探索教育考试评价的新方法和新机制。

该负责任人介绍，今年，某省的高考作文已经采
用智能阅卷技术。机器先学习500份专家改过的试
卷，形成一套评价标准，就可自动批阅其他几十万份
试卷，“我们通过人工和智能评分对比发现，机器评分
的综合效能已经达到人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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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论坛活动中，许多专家在谈到高考语文科
目时，不约而同地提出，要让学生们多读书。那么，在
电视、ipad、游戏影响下成长的青少年学生，怎样才能
静下心来养成读书的良好习惯？新高考对中学生的语
文素养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中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如
何引导学生学好语文学科？

11月25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部编本”语文
教材的总主编温儒敏。

不要让学生过早陷于流俗文化

重庆日报：温教授，作为“部编本”语文教材的总主
编，您发现中国语文教育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的
根本原因是什么？

温儒敏：最主要的问题是学语文不读书，读书少。
语文的功能，不光是提高读写能力，最基本的是培养读
书的习惯。

其中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缺少氛围，
社会心理焦虑，家长和师生不得不屈从于应试教育。大
家总在说优质教育资源太少，实际上是优质教育资源永
远是少数。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方法上做点改进，
希望能有些平衡。既让学生考得好，又不把脑子搞死，
那才叫水平。因为应试和素质教育并不一定是对立的。

重庆日报：有什么很好的解决办法吗？
温儒敏：从小学抓起吧。让学生在小学初中阶段养

成读书的爱好与习惯。首先一定要想办法让学生不要过
早陷于流俗文化，微信、电视、漫画、网络文学……孩子自
制力差，进去就难于自拔，那么还怎么要求他们读书？

其次，家长做好榜样。家长如果不读书，整天看手
机电视，你怎么让孩子喜欢读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长别让孩子读书太功利。
有的家长让孩子读书，目的就是让孩子考试拿高分。
这个不对，不能都是为了写作或考试而读书，那样孩子
不会有长久的读书兴趣。

重庆日报：您在读书方面有什么建议给中小学生
的家长？

温儒敏：有些观念要改一改，多从孩子认知心理方
面考虑。比如“不动笔墨不看书”这句话，在一定情况
下可以要求，但不能凡是读书都要“动笔墨”。

阅读可以记写些笔记，但不要强求，更不是处处都
要想着如何提高作文水平，那样太“煞风景”了，哪里还

有阅读的兴味？
不要为难孩子，要给他们自由阅读的空间，这样才

能培养兴趣。举个例子，家长可以给孩子列出10本书
的清单，让孩子自己挑选其中的2本书来读，这样孩子
就不会太抵触，又可激发孩子读书的兴趣。只要有兴
趣，一切都好办。

学生要学会“似懂非懂”“连滚带爬”
地读

重庆日报：“部编本”教材在学生阅读方面提出了
新要求，这将会对高考语文改革有怎样的影响呢？

温儒敏：学生要多读书，往课外阅读扩展，这是课改的
方向。考试也会配合，从正面“指挥”语文教学走上正轨。

“部编本”语文教材更加重视多种阅读方法的教
学。小学一年级课本还看不太出来，到了三年级，课文
就分为两种课型，一是精读课，二是略读课。初中教材

“精读”干脆改为“教读”，“略读”改为“自读”，加上课外
阅读，就建构了“三位一体”的阅读教学体系。

以往语文教学比较偏重精读，虽然有用，但这是很
不够的。比如默读、浏览、跳读、猜读、比较阅读、读整
本的书等，以往教材与教学这方面都较少关注。

重庆日报：您说“跳读”、“猜读”都是指什么呢？
温儒敏：“猜读”就是碰到不怎么懂的词句，根据上

下文语境去“猜”，大致理解，就往下读，不停留。“跳读”
就是跳过与阅读目的无关，或者不太感兴趣的内容，尽
快往下读。

书不一定全都要精读。换句话说，要鼓励学生在

精读的基础上，拓展阅读面，可以“似懂非懂”地读，“连
滚带爬”地读，这样才有阅读“面”，才有读书的兴趣。

老师要教会学生多种阅读方法

重庆日报：大家都说最近几年高考语文命题的材
料范围拓展了，内容也大大拓展了，对此，您怎么看？

温儒敏：高考命题材料范围将大大拓展，包括阅读
面也在悄悄变化，哲学、历史、科技什么类型的内容都
有。有考题就考了宋代的货币制度，殷墟甲骨文史学
文章，之后有人统计，这些内容99%的学生都没有接触
过。出题者也是想通过历史、科技、经济、时政等各方
面的知识拓展卷面内容，撬动语文教学。

教师应该加强学生逻辑思辨能力和学生检索能
力的培养，注重对学生的非连续性文本和群文阅读能
力的培养。所谓的“非连续性文本”是相对于以句子
和段落组成的“连续性文本”而言的阅读材料。群文
阅读，一般认为是在较短的时间里针对相同的议题，
进行多文本阅读。

重庆日报：那老师在教学中也应该注意调整自己
的教学方法吧？

温儒敏：当然。语文学科的目标不光是提升语言
运用的能力，还担负着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培养和文化
传承的使命。语文的功能，不光是提高读写能力，最基
本的是培养读书的习惯。

希望老师们在教学实践中格外注意阅读方法问
题。以前，不管学什么文体，无论小说、散文、诗歌、童
话、议论文、科技文，全都用差不多的程序和讲法。有
的上诗词课，也要分析主题意义，上童话课，就和小说
差不多，还是讲人物性格、艺术手法等等。

不同的文体课型应当有变化。“部编本”在课型问
题上有许多探索，比如对文体特点的提示，以及不同文
体阅读方法的要求等，都是有用意的，老师们要重视。

阅读教学，甚至整个语文教学，都要高度注意培养
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
读品位。不要老是让孩子分析作品主题思想和作者思
想情感之类的。小孩有小孩的理解方式，让他们去想
象，不要有太多附加的东西。写作教学不能停留于教
给学生一些技巧，还要教他们“用脑”。

还有就是老师教学不要过度依赖多媒体。又是画
面，又是音乐，弄得五光十色，反而冲淡了例如诗歌语
言的那种特有的感觉。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重
庆日报记者11月26日从市公安局交
巡警总队获悉，总队根据前期摸排、
交通大数据信息分析、市民信息反馈
以及问卷调查，收集整理并确定了即
将重点治理的82处交通秩序乱点路
段，并向社会公布。这82处交通秩
序乱点路段将开展高频次全覆盖执
法，任何交通违法行为都难逃法眼。

记者查阅这82处交通秩序乱
点路段发现，这一批乱点既包括解
放东路、道门口、南区路等老城区道
路，又包括嘉华隧道、经纬大道等近
年才投入使用的道路。这82条交
通秩序乱点路段分布在主城10区，
涵盖学校、商圈、医院、重要交通节
点及通道等人、车流密集交织路段，
主要存在车辆乱停、变道加塞、车辆
违法调头、行人乱穿等突出交通违
法行为，上述违法行为不仅严重影
响正常的道路通行秩序，也在很大
程度上降低了道路通行效率。

接下来，公安交管部门将采取
综合治理与重点整治相结合，对各
类严重扰乱交通秩序的违法行为

“零容忍”，形成严管严治态势。一
是增加警力加强路面交通秩序巡逻

管控，积极指挥疏导交通，严格管
理，纠正各类交通违法，快速撤除交
通事故。二是做到电子警察抓拍与
路面巡逻执法治理相结合，重点完
善设置电子警察、配套交通标志标
线、LED警示告知牌、违法短信实
时推送平台等设施和系统，按照“现
场执法+非现场抓拍”高频次、全覆
盖的要求开展执法。三是增设隔离
设施，完善部分人行横道线信号灯，
进一步规范行人通行秩序，减少人
车混行现象。四是大力推广多车道
汇入自适应控制系统、定向车道、潮
汐车道、可变车道、共享转换车道等
新型交通组织技术，最大限度挖掘
通行潜力，提升路段通行效率。

如果市民觉得还有乱点路段未
纳入这个范围，可通过重庆交巡警
官方微信号反映意见。交巡警将组
织专人进行收集汇总、实地核实后
再纳入下一批乱点整治范围。

主城82处交通秩序乱点路段
将高频次全覆盖执法

本报讯 （记者 陈钧）国手博
弈、大咖论棋……各路高手齐聚
重庆。11月30日至12月4日，中
国棋文化（重庆·两江）峰会暨世界
华人围棋文化节将在两江国际影视
城举行，2017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
第25、26轮及闭幕式也将与峰会同
步举办。这是重庆日报记者11月
26日从两江新区获悉的。

中国棋文化峰会是由中国围棋
协会、广东棋文化促进会共同倡导
发起的活动，自2012年以来已开办
3届。

此次峰会不仅邀请到围棋“棋
圣”聂卫平、日本围棋超一流棋手武
宫正树，还有围棋“常青树”林海峰、
中国象棋大师党斐、韩国著名国手
徐奉洙以及重庆本土的世界冠军古
力等棋坛大咖，俄罗斯、德国、意大

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新加坡、马
来西亚、泰国等有关国家和地区棋
手也将参赛。

在11月30日到12月4日的活动
期间，将举办“金科·御临河杯”世界华
人和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围棋邀请赛、

“融创·九棠府杯”全国名家围棋邀请
赛、“两江·御园杯”全国32强业余围
棋赛、“两江·御园杯”中国象棋大师蒙
目指导棋等一系列比赛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中国围
棋甲级联赛第25、26轮及闭幕式也
将与峰会同步举办。中国围棋甲级
联赛闭幕战是本届峰会活动中一项

“重量级”赛事，囊括了中国一线围
棋高手及韩国等级分前十名中的绝
大部分棋手 ，号称“ 围棋 界的
NBA”。届时，大家可以一睹国手
博弈的风采。

中国棋文化峰会暨世界华人围棋文化节本周举行

聂卫平林海峰等国手将现身

学生要多读书，往课外阅读扩展，这是课改的
方向。考试也会配合，从正面“指挥”语文教学

走上正轨。

要鼓励学生在精读的基础上，拓展阅读面，可以
“似懂非懂”地读，“连滚带爬”地读。

老师们在教学实践中格外注意阅读方法问题，
不同的文体课型应当有变化。

■

■
■

温儒敏谈新高考对语文教学和学习提出新要求

中小学生阅读范围
应该更广泛些

本报记者匡丽娜发自北京

扫一扫
就看到

主城 82 处交通
秩序乱点路段

专家建议：中学生作文应提倡自然淳朴文风

11 月 26
日，在重庆人
民广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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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
身躯庞大怪兽卡车发出的巨
大咆哮声，冲上土堆后腾空
五六米，车身垂直立起……
11月 25日、26日，2017中
国怪兽卡车表演赛首站，在
重庆北碚缙云文化体育中
心举办，多辆风格迥异、个
性鲜明的怪兽卡车表演了
竞速、直立行驶、长距离飞跃
等特技。

怪兽卡车是一种拥有巨
型轮胎和超强动力的表演、
比赛专用皮卡车。在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怪
兽卡车表演赛是一项众多
车迷关注的重要赛事。此
次在重庆北碚举行的怪兽
卡车表演赛，是中国观众第
一次近距离观看怪兽卡车现
场表演。

25日的表演赛现场，一
共有6辆怪兽卡车参与，它
们拥有“暴龙”、“怪兽”等令
人印象深刻的名字。值得一
提的是，6位车手中有一位
来自中国。

当日主要进行了两项赛
程：一对一跳跃赛和自由表
演赛。当怪兽卡车一跃而起
飞跃近十米的距离，落地那
一刻车身几乎倾覆又惊险的
稳住时，现场传来观众阵阵
叫好。

据了解，今年10月，国
家体育总局已将中国怪兽卡
车表演赛上升为国家级赛
事。今年全国将一共举行三
站表演赛，其中两站在重
庆。12月9日和10日，表演
赛将在永川体育中心举办第
二站。

怪兽卡车中国首秀在渝举行

表演赛
中的怪兽卡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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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重庆璧山国家农业科技园（下称
“农业科技园区”）传来消息，该园区顺利通过
国家科技部的综合验收，这也意味着其建设发
展迈上了新台阶。

作为我市乃至国家重要的现代农业科技
园区，他们正源源不断地为当地的农业企业以
及农户提供科技支撑，通过“创新密匙”，一大
波新技术反哺农村，为我市现代农业的振兴探
索出新的路径。

示范推广 吸引上百家企业落地生根
在农业科技园区的渝西蔬菜研发中心，来

自市农科院的4名专家教授正为培育新的蔬
菜品种忙得不可开交。在他们的带动下，该研
发中心成功培育出早中晚不同时期收获的高
品质儿菜品种3个。目前，在科技示范推广
下，璧山儿菜摘得中国儿菜之乡“国”字号名
片。

据农业科技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前几年
璧山儿菜并不“出名”，因品种质量下降，农户
种植技术落后，产出的儿菜味道苦不说，个头
也大小不一。2013年，璧山与市农科院联合
成立渝西蔬菜研发中心，专门从事蔬菜种苗的
选育工作，同时向农户提供新品种、新技术，土
壤改良等生产服务。“现在，产出的儿菜不仅品
质更好，个头更大，1亩地也赚得更多。”当地

农户笑着说。
璧山儿菜走红只是农业科技园区科技示范

推广的一个缩影。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
的方式，园区先后引进银碧山农业科技公司，建
成了蔬菜出口加工基地延伸了产业链条。到目
前为止，园区共吸引上百家龙头企业落地生根，
在提高企业科技化水平的同时，也有力地助推
了当地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农业科技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围绕
“一中心、两基地、一长廊”空间布局，先后建成
了500亩的蔬菜科技创新中心、9000亩的蔬
菜科技种植产业基地、200亩的蔬菜科技企业
孵化基地、6000亩的体验式休闲观光农业与
科普教育长廊，并先后开展番茄、茄子、儿菜等
10余种蔬菜的快速繁育，年快繁植株50万株。

科技兴农 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
璧山作为我市四大蔬菜保供基地之一，前

些年单方面追求规模导致质量上不去。近年
来，他们开始作出调整，“过去人们能吃到蔬菜

就满意了，现在不但要吃，还要吃得健康。”
为了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农业科技园

区特意安排了专家到红沙地蔬菜种植园，通过
对酸性土地的改良以及管理技术的讲解，该种
植园慢慢接受新事物，给田土休耕，用诱虫灯、
沾虫板代替农药，用有机肥替换化肥。

“过去1亩地毛收入不足1000元，按有机技术
操作后，今年1亩地有几千元的收入。更重要的是，
蔬菜的抗病害能力增强，农产品质量更好，价格有
了保障。”红沙地蔬菜种植园负责人感慨地说。

值得一提的是，结合园区蔬菜产业的发展
以及人们美好生活需要，通过都市农业景观的
打造，实现了园区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重庆凯锐农业是一家集科普教育、休闲观
光为一体，以昆虫为主题的全市首家科教基
地，通过农旅融合，实现年接待中小学生和游
客5万余人次，在提高农业产业附加值的同时
延长了产业链。

如今，在农业科技园区的引领下，以科学
化、标准化、市场化、信息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初见成效，先后
建成了1.4万平方米的市级协同创新服务中
心、组培良种繁育中心等科研基地，使当地龙
头农业经营效益大幅提升。据测算，每亩菜地
平均产值超过2000元，带动当地农民人均增
收上千元。

创新引领 科学种田观念发生深刻变化
近年来，科技正深刻改变着农民的观念，

“要想土里生金，要靠科技创新”成为越来越多
农业龙头企业的共识。

2012年，当地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在园区租
下了100多亩土地从事蔬菜种植，由于不善管
理，蔬菜不是绝收就是亏本。后来，农业科技园
区请来农业专家进行“问诊”，传授种菜技术和管
理方法，同时利用培训为其讲解种植知识，去年
他的100亩蔬菜基地开始扭亏为盈，仅今年就有
40万元的收入。尝到甜头的他近段时间正打算
引入物联网技术，实现农业生产的智慧化。

截至目前，农业科技园区先后召开全国蔬
菜标准园培训会、国家蔬菜产业体系培训会、全
市蔬菜技术交流会等会议30余场次，举办各种
培训285场次，培训人员1.5万余人次，有效地
提高了龙头企业和种植户的农业科技化水平，
实现农业产业的集约化、现代化、智慧化。

“创新密匙”振兴现代农业
重庆璧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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