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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双减”新政：
学校要建立考试管理机制

摘要：为落实“双减”政策，学校要建立一套严格规范的考试管理机制，包括考试数量管理机

制、命题管理机制、试卷质量管理机制和考试数据应用机制。考试数量管理机制要求学校要建章

立制，严格规定考试时间和考试次数，杜绝学科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按老习惯组织考试活动；命题

管理机制可以通过成立学科命题小组、管理命题进度、统一组织试卷审核等措施对命题进行必要

的过程和质量管控；试卷质量管理机制包括建立试卷质量评价机制、加强试题内容和难度管理；考

试数据应用机制包括加强学生分数保密管理、研制成绩等级评价标准、构建学校考试数据体系、建

立考试材料备案制度、开展数据驱动教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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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超出课程标准、试题难度过大，会

导致大部分学生考试分数低下。学生考试分数

低下，会导致教师追加大量的课外作业，也会导

致家长让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校外补习，最终导

致学生客观负担和主观负担都过重，损害了学生

身心健康，违背了素质教育导向。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引起全国关注的

“双减”政策。同年 8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明确要求对义务教育学校的考试乱

象必须予以纠正。要实现“双减”目标，学校必

须按照《通知》要求，建立一套严格规范的考试

管理机制。

1 建立考试数量管理机制

《通知》明确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

考试，义务教育其他年级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

期末考试，初中年级从不同学科的实际出发，可适

当安排一次期中考试。各地不得面向小学各年级

和初中非毕业年级组织区域性或跨校际的考试；

学校和班级不得组织周考、月考、单元考试等其他

各类考试，也不得以测试、测验、限时练习、学情调

研等各种名义变相组织考试。初中毕业年级为适

应学生毕业和升学需要，可在下学期正常完成课

程教学任务后，在总复习阶段组织 1~2次模拟考

试，坚决禁止抢赶教学进度、提前结课备考。”[1]

按照《通知》的要求：在区县层面，区县教研

室在小学阶段只能组织一次毕业统考，在初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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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可以组织区域性或跨校际的考试；在学校层

面，小学 3~6年级每学期只有一次学校考试，初中

一、二年级每学期最多进行期中考和期末考 2次
学校考试，初三年级上学期只能进行期中考和期

末考，下学期除期中考、期末考外，还可以在后半

阶段组织 1~2次模拟考试。除这些考试外，学校

层面的其他考试都是违规行为，而且科任教师也

不能在自己班级私自组织周考、月考、单元考试

或组织限时练习、学情调研等变相考试。在《通

知》发布之前，每学期的期末考几乎都是区县统

考，初三还有区县统一的 2~3次中考模拟考，学校

的学科备课组随时随地组织周考、月考、单元考试

等各类考试，或者组织测试、测验、限时练习等变

相考试。现在，这些考试都是违规行为。

学校管理者和教师首先要认真学习有关文

件，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学生观和考试观。在

此基础上，学校要建章立制，严格规定考试时间和

考试次数，杜绝学科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按老习

惯组织考试活动，特别是备课组长，既要带头遵守

规则，又要监管其他教师周测、单元测等变相考试

行为。学校要把教师违规组织考试的行为纳入

教师年度业绩考核，作为师德表现扣分项目。

2 建立命题管理机制

高考、中考命题是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的

工作，各学科都会抽调教研员和优秀教师等组成

命题专家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舒适的地方，全

脱产一个多月专心命题，而且整个命题过程有一

套严格的管理流程。区县统考命题工作条件虽

然比不上中高考命题，但区县教研室都会抽调当

地命题能力较强、命题经验丰富的名优教师组成

命题小组，对试卷都有几次研磨和审核的过程，

基本上保证了区县统考的试卷质量。

学校考试通常由 1~2名学科教师在课余时

间编制试卷，期间少有规范的命题流程和严格的

监管，也少有相应的命题质量评价机制；而且，很

多命题教师对校考的性质、功能定位不明确，在

命题思想上存在偏差，也缺乏命题能力。因此，

除少数名校外，大部分学校考试的命题质量较

低，“超课标、超难度”现象非常普遍，不顾本校生

源水平和教学实际，直接套用名优学校的试卷或

者模仿中考命题的现象比比皆是。

在“双减”政策和《通知》发布后，学校考试次

数大幅下降，对命题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学

校必须建立命题管理机制，对命题进行必要的过

程和质量管控。

2.1 成立学科命题小组

学校考试通常由 1~2名教师命题，且缺乏正

规的命题培训，不能保证命题质量；因此，各年级

各学科要成立一个以备课组成员为主的命题小

组，人数至少 3人，可以邀请本校或校外命题能力

较强的教师为顾问。如果学校师资少，可以与同

类学校结盟合作命题。

完整的命题工作可以分为研制、审核和评价

3部分。其中：研制人员的职责侧重研制双向细

目表、试题、答案和评分标准；审核人员的职责侧

重试题与课程标准的吻合性、试题难度的合理

性，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的科学性等方面的评

估；评价人员的职责侧重考后数据分析、学业质

量报告撰写和命题质量评价。

2.2 管理命题进度

有研究发现，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总时间平均

值为每周 50.27小时，高于法定工作时间[2]。还有

研究发现，义务教育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偏长，

达到 8. 65小时/天，有一半多的教师日均教学工

作时间超过8小时，有1/4的教师日均教学工作时

间甚至超过11小时，工作量总体处于较高水平[3]。

根据“双减”政策，教师再增加托管服务和晚自

习，工作量更大。校考命题不像统考那样有专门

独立的时间，而是教师利用教学工作之外的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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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完成。教师命题期间受到的干扰也较多，容

易出现考前匆匆忙忙、东拼西凑的命题现象。

命题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量来保障。如：至

少提前 45天确定命题小组，明确分工，让命题者

有足够的时间制订命题工作计划和双向细目表，

且有时间在日常教学中有目的地采集合适的题

目；命题小组至少提前 40天拿出试卷结构方案，

交付备课组或教研组讨论并审核修改，保证试卷

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避免出现重难点偏离课程

标准的问题；命题小组提前 10天准备好试卷，保

证有足够的审核和修改时间。

2.3 统一组织试卷审核

通常情况，学校考试审核工作比较松懈、简

单粗略，常见现象是审核者把试卷解答一下，对

照答案看看试题是否科学、答案有无错误等。审

核的质量取决于审核者的命题经验、工作态度、

审核时间长短和审核期间的受干扰程度。为此，

学校要专门组织试卷审核工作，集中人员、时间

和地点，让审核者有足够的时间专心审核，保证

审核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建议审核时间为 1天，最好有 2名审核员。

要求审核者先作答试题，核对答案，判断每一道

试题的科学性；然后预估各试题难度和整卷难

度；最后评估重难点分布、知识点分布、学科能力

分布、认知能力分布等试卷结构效度。审核结束

后，审核者和命题人员要一起修改、完善试卷。

3 建立试卷质量管理机制

中高考命题工作有一套严格的管理机制，保

证了试卷的质量。学校考试虽然不是高利害考

试，但教师、学生和家长依旧关注考试结果。考

试作为学校每学期一项重要的教学任务，理应有

一套管理机制保障命题质量。

3.1 建立试卷质量评价机制

区县统考后，一线教师和社会对试卷质量都

会有评价。许多省教育厅为了监督各市中考命

题质量，也会对各市中考试卷进行专业化评估。

对命题质量的评价，是提高命题质量的一种有效

的“倒逼”措施。

校考命题质量可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

3个等第。每次考试结束后，学校应该组织专家

结合试卷内容和考试数据评估试卷质量，及时公

布评价结果。校考试卷质量既要作学科质性评

价，也要从测量学角度作量化评价：要把体现学

科课程标准要求、体现学校教学实践要求、考点

覆盖面合适、重难点分布合理、试题难度合理、各

项统计学指标良好、具有良好的诊断性和导向性

的试卷评为优秀试卷；要将不符合课程改革和教

育评价改革方向，试题和答案有明显错误，重难

点严重偏离课标和原定计划，难度和区分度过

大，及格率过低，给教学带来负面效应的试卷评

为不合格。学校考试是学校重要的教育事项，对

本校所有学生、教师和家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

响，严重不合格的试卷可以评定为教学事故。

要尊重命题的科研价值，认定试卷为教学科

研成果，可以把优秀等第的试卷认定为有实践意

义的校级教学科研成果，地位可以完全等同、甚

至高于县级获奖的论文，还可以纳入教师科研业

绩考核评价系列。

3.2 加强试题内容和难度管理

试题内容具有很大的导向性。学校考试是

基于课程标准的考试，是过程性、形成性、校本化

的考试，不像中高考那样具备选拔性和高利害

性，因此没必要像中高考那样强调试题的原创

性。学校考试在试题来源方面要体现校考的导

向性和形成性，直接或改编自课本、作业、课堂教

学的试题必须占较大比重，让平常上课认真、作

业认真的学生考出高分，引导学生重视日常性、

过程性的学习，重视课本、课堂和作业。

在难度设计方面，每份试卷都要有不同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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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题，其中基础题占大部分，要控制综合性、开

放性、应用性、探究性试题占分比例。上海教科

院公布的中小学生抗压能力调查结果显示：近九

成学生时常遭遇考试成绩不理想问题；六成学生

常感觉学习负担重、压力大；89%的被访学生认

为，考试失败或不理想，对自己打击最大[4]。由此

可见，考试难度是学生的主要负担。校考对象为

本校学生，要合理把握试题难度和区分度，发挥

校考的促进和激励功能，让合适的考试成绩成为

学生学习的催化剂和动力，如：让优等生不容易

拿到满分，考出危机感；让中等生的分数差距缩

小，考出竞争意识；让后进生拿到基本分，考出希

望和自信。笔者建议：小学阶段学校考试试卷难

度值要高于 0.90，以 0.95为佳，100分试卷的标准

差要小于5；初中阶段学校考试试卷难度值要高于

0.80，以0.85为佳，100分试卷的标准差要小于10。
除初中毕业升高中考试（学业水平考试）外，

学校考试不具有甄别、选拔功能。义务教育学校

考试主要发挥诊断学情教情、改进加强教学、评

价教学质量等方面功能；因此，学校必须加强试

题内容和难度管理，要防止学校考试成为选拔性

考试。

4 建立考试数据应用机制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驱动教育教学改进是提

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考试数据可以精细诊

断教与学的效果，可以客观分析学情，可以用于

实证教研。考试数据具有一定的隐私性，需要合

理处置。

4.1 加强学生分数保密管理

《通知》规定：“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以

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和家长，不得将考试结果在各

类家长群传播。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

班、排座位、‘贴标签’。”[1]学校应要求全体教师签

定学生成绩保密协议书，每次学校考试试卷批改

后，教师和学科组要将原始数据上传给教务处，

不得保留原始分数据，教务处要把原始分等第化

处理后再反馈给班主任和教师。班主任和教师

不能像往常那样习惯性地把学生的分数、排名告

知学生或家长。现在很多网络阅卷系统呈现的

考试数据几乎都有学生成绩的班排名、校排名、

甚至区县排名，这些均不符合《通知》要求，需要

修改网络阅卷系统的数据指标。

4.2 研制成绩等级评价标准

《通知》规定“学校考试实行等级评价，一般

分 4至 5个等级”。学校考试必须按照此要求变

分数为等第。在国家教育质量监测中，小学生学

业水平一般采用优秀、达标和待达标 3个层级，初

中生一般采用优秀、良好、达标和待达标 4个层

级。国家教育质量监测的学生学业层级分数划

线非常专业，学校难以实施。对学校考试而言，

成绩等第划线标准通常有 2个：既要基于课程标

准的绝对评价，又要基于成绩排序的相对评价；

既要参考本校学生实际水平，又要考虑本校学生

整体水平在区域的相对位置。

笔者建议：小学阶段可以分 3个或 4个等级，

待合格率控制在 5%以下，小学 3、4年级优秀率控

制在 60%以上，5、6年级优秀率控制在 50%以上；

初中阶段可以分 4个或 5个等级，待合格率也控

制在 5%以下，7年级优秀率控制在 50%以上，

8年级优秀率控制在 40%以上，9年级优秀率控制

在 30%以上。成绩等第层级越多，表示区分度越

大，选拔性越明显；成绩等第层级越少，选拔性越

弱，更符合学校标准参照性考试的基本属性。优

秀率控制过低，会误导教师的教育教学重心偏向

少数高分学生，增加中等生家长的焦虑，增加中

等生和优秀生的竞争心理和学习压力，非常不利

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4.3 构建学校考试数据体系

生源质量、师资力量和学校硬件是学校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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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事情，教育大数据则是学校完全可以自主

的事情。教育教学大数据有助于学校和教师实

施精准管理，实现精准教研、精准教学、精准作业

和精准指导。在“双减”新政下，教育教学大数据

将成为学校发展的重要生产力，成为教育教学改

进的驱动力。

学校考试会生成大量的原生态数据，这些数

据需要再次优化处理。学校要建立校本化的学

科教学质量数据体系，并生成数据报告，作为教

师教学诊断和本校学情研究的重要依据。学校

要加强数据的采集、管理和优化，要从单一的学

业成绩数据走向反映教育综合质量的数据，从结

果性数据走向结果性与过程性并重的数据，建立

一套多层次、多维度、多功能的教育教学质量数

据体系。

每次考试结束后，学校应及时将数据反馈给

不同的对象，包括：校长室、教务处、教科室，年级

段长、班主任，教研组长、备课组组长、科任教师，

学生和家长。向不同对象反馈的数据内容要各

有侧重，例如：给学生个体的数据有总分等第（不

要出现原始总分和排名），各小题的得分率，各知

识模块、认知能力、学科能力的得分率；给科任教

师的数据有任教班级的总分等第结构、平均分、

离散系数，各小题的得分率，各知识模块、认知能

力、学科能力的得分率，学生成绩等第、进步退步

明显的学生名单等。

4.4 建立考试材料备案制度

学校或图书馆（室）要将每一次校考试卷、参

考答案、评分标准、试题结构表和双向细目表、试

卷质量描述数据和学业质量分析报告等材料及

时收集存档。备案不仅表明命题工作的严肃性

和宝贵性，更重要的是这些材料将成为下次命题

的参考坐标，有益于提高下次校考的命题工作效

率和命题质量，特别是有益于下次校考重难点定

位和相似相近试题难度值预测。这些数据信息

还可以用于学生毕业考和升学考复习教学，并作

为下一届学生学情分析的重要依据。

4.5 开展数据驱动教研活动

学校管理者要基于实证数据改进学校管理

方式，完善教育质量管理机制。要加强对考试结

果的整体分析、学科之间的关联分析，对教学质

量作出科学判断，有针对性地优化教师教学指

导、培训和管理。

学科组和年级组应组织考情教研活动，基

于考试数据研究教学和管理的效果，发现优势及

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寻找原因和解决对

策，形成用数据评估、管理、反思和创新的教研

常态。要基于数据确定研修主题，改进研修模式，

推动教学改进实践研究，促进教师队伍的专业

发展。

教师要运用考试数据精准分析学情教情，发

现数据背后的规律，反思教学过程，从经验式教

学逐渐转变为基于数据的证据式教学，切实改进

课堂教学。同时，还要认真分析学生的考试数

据，精细诊断，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辅导，促进

学生的有效学习和个性化学习。每位教师都要

会读数据、会研数据、会用数据，进一步提升教育

教学改进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教育评价改革既有宏观性，也有微观性。学

校考试评价是教育评价改革最重要、涉及面最广

的领域。在“双减”政策下，要通过学校考试管理

机制的优化，严格控制学校考试的频次和难度，

有效提高考试命题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从

而降低学生的学业负担，促进学生、教师和学校

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

知:教基厅函〔2021〕34号[A/OL].（2021-08-30）[2021-
10-1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2108/
t20210830_555640.html.

·· 64



（责任编辑：张 丽）

Implementing the New Policy of“Double-reduction”:
Schools Should Build Mechanisms of Test Management

WANG Xudong
（Academy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of Wenzhou, Wenzhou 325000, China）

Abstract: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of“double-reduc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schools to establish a set of rigid
mechanisms of test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mechanisms of test frequency management, test development
management, test quality management and test data application. The mechanism of test frequency management
requires that schools need to have strict rules regarding the time and frequency of tests and avoi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ests according to old practices by teachers of subject group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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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ing unified review of test papers. The mechanism of test quality management includes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of test quality evaluation and enhancing the management of test content and difficulty. The
mechanism of test data application includes enhancing the confidentiality of students’scores, formul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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