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了
两个重磅文件，对艺术学科和体
育学科提出新的要求。从2018年
秋季入学的初一学生开始，具有
初中学籍的在校学生都要参加
艺术、体育两个科目的学业水平
考试，成绩将以分数或等级呈
现，计入中考成绩。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一直以来是教育的重要目
标。上述两个重要文件，以体育
教育和美育教育为抓手，发挥考
试的杠杆和导向作用，对提高学
生艺术素养、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具
体到教学活动如何开展，考试制
度如何细化，让广大学生受益于
中考新政的善意，考验各市教育
主管部门的智慧。

两个文件的内容说得很
清楚，此次中考改革的意图非
常明确，形式上把两个学科纳
入中考，目标是促进学生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具体到艺术教
育，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是主要目标；而体育教育的基
本目标，则是提升学生身体素
质和健康教育水平。两个文件
都在开头显要位置点出目标，
同时强调“考试的杠杆和导向
作用”，实际上就是对负责制
定考试细则的各市教育部门
提出要求，考试是实现上述目
标的手段，制定或修改相关规
则，要以目标的实现情况为评
判标准。需要警惕考试从形式
变成目的，防范本末倒置。

从教育规律来看，要想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细看两个文件对艺术
教育和体育教育的要求，前者
强调促进学生在日常学习中

“形成审美意识、审美经验、审
美理想”，后者强调促进学生

“养成终生受益的体育锻炼习
惯”，说白了就是培养兴趣。而
从已有的经验来看，一个新科
目纳入考试，很容易在落地的
过程中走样，催生出为考试而考
试的现象，非但偏离了新政的初

衷，给家长学生增添负担，还有
可能因为疲于考试伤害到兴趣
的培养。这是各市教育部门在制
定细则时需要注意的。

而具体到考试细则和评
分标准，重点在于发挥“指挥
棒”作用，以分数或等级体现
成绩是手段而不是目标。就像
人们常说的，只有走出去才知
道外面世界的精彩，先引导学
生参与进去，他们才有可能感
受到艺术和体育的魅力。换句
话说，对于这两个学科的考
试，可以提出基础性的达标要
求，但并不一定非要把学生分
成三六九等。所以，两个文件
分别强调“过程性评价”，强调
把“参与”纳入成绩，而不是单
纯强调提高水平拿到高分。过
分强调成绩等级，很可能诱导
家长学生把精力财力用在课
外辅导上，徒增负担。

考虑到艺术和体育的特
殊性，作为基础性的教育，也
不宜过分强调成绩等级，否则

很容易影响公平性。艺术和体
育是两大门类，分别包含不同
的项目，项目之间很难评价水
平高低。80分的足球和100分的篮
球，孰优孰劣？一等的钢琴和次
等的唢呐，怎么区分？过分强调
分数等级，就会诱导学生去学习
那些更容易考高分的项目，又变
成“应试”了。还有可能诱导学生
家长动用“资源”，换取一个免考
资格。这些可能性都是各市制
定细则时需要考虑的。

要想避免中考新政在执
行中走形，各市在制定考试细
则的过程中，不妨对照高考制
度中的艺考。艺考制度推行了
很多年，已经积累了许多经
验，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尽
管中考不同于高考，但还是有
参考价值的。总结经验，革除
弊端，只有一个最终目的，那
就是推进招生制度改革，把我
省推进艺术教育与体育教育
的政策善意，转化为学生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实际效果。

艺体进中考，成效看细则

山东省教育厅新发布的两
个重要文件，以体育教育和美
育教育为抓手，发挥考试的杠
杆和导向作用，对提高学生艺
术素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
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具体到
教学活动如何开展，考试制度
如何细化，让广大学生受益于
中考新政的善意，考验各市教
育主管部门的智慧。

评论员观察

“鼓励作弊”的直播答题走不远

□钱夙伟

1月3日，王思聪宣布拿出
10万元给一款名为“冲顶大
会”的App当作奖金，并附上
自己在“冲顶大会”App中赢
得322 . 58元奖金的截图。随着
王思聪一条博文的呈现，以

“冲顶大会”为首的知识竞赛
类直播成为新风口。随后，

“芝士超人”“百万英雄”“百
万赢家”等纷纷跟进，前后不
过10天的时间。（1月11日《法
制日报》）

直播答题为什么会火？
高额奖金、超低的参与门槛、
邀请好友获得复活卡的病毒
式传播、难度系数低、一天多
次的游戏时间……总之，新
玩法引发极高参与性。但一

个更直接的原因，恐怕就是
可以借助“辅助工具”作弊，
也因此，迅速催生出一条“作
弊产业链”，而“‘辅助工具’
应有尽有”，又进一步加剧了

“直播答题”的“火”。
“辅助工具”也确实让人

答题“如有神助”。比如网上
公开出售的一款辅助软件，

“你有不会回答的时候或者
没回答上来，软件可以自动
帮你选择，7秒钟就可以分析
出答案”。于是，在QQ群中搜
索“冲顶大会”，大量出现的
是以“辅助”“咨询”“互助”为
名称的聊天群。而美其名曰

“辅助”的“作弊”，当然是主
要的“聊天”话题。

制作“辅助工具”并不
难。一个程序员称，他花了3
个小时用Python(编程语言)
写了一款能够在网站上自
动检索答题信息的程序，于

是，“游戏也从知识问答变成
了手速游戏。”直播答题当然
也因此异化，一位退休老人
在多个直播平台参与答题，
仅 5天时间，就累积赚了近
8000元。她的秘籍其实就是
用两个手机，一个手机看直
播出题，在碰到不会的问题
时，就用另一个手机里的某

“作弊App”的语音搜索功能
搜答案。用她的话来讲，这
种方法“快、准、稳”，屡试不
爽。

这当然为直播答题所禁
止。“百万英雄”的活动规则
明确写出，“禁止用户以任何
不正当手段及舞弊行为参与
本活动”，一经发现则取消参
与及获奖资格，这些行为包
括但不限于使用“模拟器、插
件外挂等非法工具下载、注
册、答题等”。然而，如一位律
师所说，线下作弊情况很难

查处，很难判断答题者是真
的“知识”丰富，还是使用了
辅助工具，相关规则更像是
自欺欺人。

这样的答题，当然就不
是知识游戏，更不是知识的
比拼，如果知道其他人靠“辅
助工具”在和自己抢答，不仅
会让答题过程索然无味，而
且还会感到愤愤不平。这样
的直播答题显然就一点也不
好玩了。

当然，更严重的问题在
于，这必然损害公平公正、诚
实守信的原则，乃至对社会
风气带来不良影响，比如有
可能诱导年轻人求学求知
也走“辅助”的“捷径”。也因
此，这样的直播答题能走多
远，是否能逃脱互联网“新
风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
忽焉”的宿命，恐怕不是多余
的担心。

葛一家之言

打假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葛试说新语

“征信”也是基础设施

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公示，受理了某公司的个人
征信业务申请。这意味着由央
行牵头、数家企业联手的征信
机构，又迈出筹建的关键一
步。建立国家级网络金融个人
信用基础数据库，或将重塑中
国的信用市场。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发
展带来信用数据的激增。但各
市场主体对自己征得的信用
信息有“独享”倾向；在“多头
征信”架构下，数据的独立性、
公正性及隐私性也存在问题。

防止数据寡头、消灭数据
孤岛，以更高级别的征信基础
架构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这
正是把信用信息统一置于更
高层级平台管理的初衷。

个人征信体系不完善，信
用服务市场就难以发展。一段
时间内，大学生网贷最终酿成
悲剧者并不鲜见，其中一个重
要因素就是借新还旧、多头借
贷。正是企业难以有效获得个
人信用信息，信用信息难以共
享，相关征信产品供给严重不
足。如果供给迟迟跟不上，不
但“网贷”的病难以根治，互联
网金融的风险也容易累积。而
一旦相应体系得以确立，信用
市场的交易成本将显著下降，
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健康度也
将得以提升。

事实上，信息社会本身就
是信用社会。当个体在信息时
代被高度“信用量化”，我们比
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信用时
代”。建立国家级的个人信用
数据库，大踏步迈向信用时
代，必将为国家治理提供更优
质的资源、更有效的手段。

如果说铁路是工业时代
的基础设施，网络是信息时代
的基础设施，那么一套覆盖全
社会的征信体系，则是信用时
代的基础设施。着力完善个人
征信体系，大力发展覆盖全社
会的征信系统，以信立人、以
信立国，一个优良信用环境必
将更为可期，也必将有利于提
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摘自《人
民日报》，作者何鼎鼎）

□秦川

2017年，阿里关闭了24万
个淘宝疑似侵权店铺；阿里向
全国公安机关推送涉假线索
1 9 1 0条，协助抓捕涉案人员
1606名，捣毁窝点1328个，涉案
金额约43亿元。1月10日，阿里
巴巴在杭州发布《2017年阿里
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

（以下简称《打假年报》）。（1月
11日《北京青年报》）

打假年报，数字“饱满”，
内容光鲜，既是对过去一年打
假成果的生动梳理，也彰显了
真打假、打真假的打假姿态。
对假货零容忍，就是对用户负
责；赢得用户信赖，企业才有
未来。

诚如中国质量万里行协

会会长刘兆彬所说，“企业承
担社会责任，全力以赴打假，
可以让电商环境更好，也能面
向广大的消费者树立更好的
企业形象。”如是。一说到企业
责任，世人很容易想到企业做
慈善、参与扶贫等等，而对于
像阿里这样的大企业而言，全
力打假，最大程度压缩假货在
平台上的生存空间，何尝不是
最被寄望的履职尽责？

企业责任并不抽象，更不
虚无，正体现在做该做的事，
并且力求做好。消费者苦假货
久矣，不清理假货，不铲除假
货生长土壤，就谈不上高品质
生活，也谈不上高质量发展。
顺应消费者的热切期待，满足
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假
货不敢冒头，一冒头就遭灭顶
之灾，既是对公众诉求的呼
应，也是对自身形象的再造。

尽管打假已经初奏凯歌，

但仍需从三个维度审视当前
的打假态势。其一，必须正视
假货新特点新动向，以更好地
见招拆招。比如，线下假货源
头并未根除，假货正呈现跨国
境、跨平台流窜销售之势。显
然，打假不是一家企业的事。
除了企业行动起来，执法机关
也应该更主动，以推动解决假
货区域性、行业行、领域性问
题，全力围剿线下假货源头。

其二，必须善用司法手
段。一个案例是，2 0 1 7年，阿
里作为平台发起中国第一例
针对售假卖家的民事诉讼，
目前该案入选2017年度人民
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将
打假纳入法治轨道，更有震
慑力也更有持续效果。同时，
继续推进“像治理酒驾一样
治理假货”，提升造假售假的
违法犯罪成本。

其三，必须强化防范措

施。对假货不能止于打击，还
应重于防范。一定程度上说，
消除假货土壤关乎多层面的
治理能力，唯有实现社会共
治，让假货成为全民公敌，让
治假成为全民自觉，特别是职
能部门和相关企业都能做到
守土尽责，造假售假才能失去
市场。

对待造假售假行为的最
好态度，就是阿里巴巴集团首
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所说的
那样，“誓做让制售假分子最
痛恨的人。”如不惜成本地投
入打假，不遗余力地支持执法
机关对线下假货源头围剿，不
惜代价对售假卖家诉讼追责，
让造假售假分子日子不好过，
不仅感到痛更感受到怕，才是
世人渴望看到的场景，这也正
是企业履责的题中应有之义。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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