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卓越高中
将联合羊城晚报教
育发展研究院共同
推出《备战新高考蓝
皮书》， 为广大考生
输出更多备考实战
策略，详情可扫描下
方二维码，获取新高
考一手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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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高考将实行“3+1+2”模
式， 考生面临的第一挑战就是选科
走班。选科该怎么选？究竟选历史还
是物理？选完了后悔怎么办？为了让
即将迎接新高考的学生有更科学的
选科方向，7 月 6 日，由广东教育督
导学会、 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
联合主办，卓越教育承办的“规划选
科，决胜不止新高考”广东新高考改
革研讨会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

原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专家郭
建民，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教研员施
美彬，原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心理
学专家莫雷， 广东华侨中学校长李
子良， 广州市第五中学校长裘志坚
等教育界权威人士， 共同探讨新高
考政策下学生与家长的应对之策。

原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专家郭
建民首先进行了《3+1+2 新高考模
式下的选科指导》讲座，指明战略方
向；莫雷教授分享《从科学测评，看
生涯规划之法》， 进行战术指导；最
后的“圆桌会”环节答疑解惑，为考
生、 家长提供了一条理解新高考的
完整闭环。

从文理综合到新模式的多
元选科，从“学会什么知识”到

“欠缺什么能力”的核心需求转
变， 新高考改革给孩子们带来
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如何实现
文理学科间的融会贯通？ 如何
完成学科组网， 推动关键能力
的生长？ 这些问题成为卓越高
中团队近年来的研究重点。

自第一批高考改革开始，
卓越高中团队就整理汇总各试
点城市的进度与问题， 并在广
东省高考方案落地伊始就率先
提出适应本省新高考的“一站
式服务方案”———通过为孩子
构筑学习力模式， 从选科思
路、 分班应对策略、 定期状态
诊断到学科知识组网与学习能

力保障等方面全面为孩子搭建
素养提升通道，实现“学生关键
能力培养”。

怎么才能适应新高考？ 卓
越高中事业部顾问容嘉华讲了
三个关键点：第一，能够有适合
自我的生涯规划；第二，适合自
己合理的选科组合；第三，有一
个适合自我的学习路径。“在
教学过程当中， 我们会专门针
对学生的能力发现问题和做好
提升。 比如会根据某些选项，
错误的选项里面其实是有陷阱
的， 或者根据他在大题里的解
题步骤判断出来他哪些能力有
可能会缺失， 从而有针对性地
提升”。

在介绍一站式方案时，容

嘉华指出， 学生的整个学习路
径和学习规划能力， 基于认知
三角进行六步学习法，“通常在
假期里， 比如寒假和暑假主要
是强调识记、领会和应用，到了
同步课是再强化、 体系和迁移
创新， 这里不仅仅是我们产品
体系， 我们认为在高中的学习
生涯里面也应该遵循这样的认
知三角的学习模型。 ”

“我们希望在这个学习路
径里面提供我们的产品和服
务，包括学习习惯的养成、学习
能力的提升。 我们希望大家能
够在高考中胜出， 决胜不仅仅
是新高考， 未来也不仅仅是新
高考， 更早定位你的未来也许
才能更好。 ”

在高考生当中， 有一部分考生
会选择艺考或体育特长生， 新高考
后，这些孩子该如何选科？

对此疑问， 广东华侨中学校长
李子良最有发言权， 因为这两年华
侨中学陆续有学生往艺术类方向发
展。“艺考生和其他学生一样，通过
测评，看看他们的发展情况，基本上
可以区分出来哪些属于往艺术类方
向发展的。 ”李子良说，学校一定要
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让学生更

全面、更好地发展，这个发展是多元
的发展。

据介绍，艺考生考上中戏，某种
程度比普通高考生考北大还难。“艺
考生单靠自己自然生长是很难的，
因为术考要准备很长时间， 会丢下
很多文化课， 需要校内老师帮他们
补文化课。 ”李子良提醒，新高考中，
艺考生没有选考的要求，不限学科，
从这个角度来看， 学校老师要关注
艺考生后阶段的文化课。

“根据兴趣和特长，选
择适合自己的学科”，这句
话对高一学生来说， 也许
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他
们的困惑是，“我怎么知道
自己的特长？ 怎么判断适
合？ ”别急！ 原华南师范大
学副校长、 心理学专家莫
雷为大家抽丝剥茧， 教你
判断方法。

如何做好规划？ 莫雷
指出，要根据价值、兴趣、
能力、个性综合权衡，作出
最佳选择， 但这 4 个方面
又分别容易有误区。

“价值是科学地分析
当前各个专业的发展前
景，优势、待遇是应该考虑
的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
价值取舍要谨防陷入功利
误区。 ”莫雷指出，仅仅根
据哪种专业最容易找工
作、薪酬更高的“热门”进
行专业和职业规划， 就是

“功利误区”， 因为热门是
会变化的，“日前， 教育部
公布了 15 个前几年还热
门但现在已经就业困难的
专业。 例如，2000 年法学
专业很抢手， 但现在所有
的高校基本上都有法学专
业，饱和了。 所以要长远一
些，不要这么短视。 ”

人的真实兴趣是跟内
在能力、性格连在一起的，

有时甚至自己都不知道。
深层的隐性兴趣是稳定
的，可以不断支持个体进行
相应的学习与工作，“个体
常常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
的这种兴趣，需要通过潜在
的兴趣测评才能发现”。

有兴趣，还得有能力，
它决定了今后的规划是否
可以可持续发展， 科学地
分析自己的能力倾向 ，分
析自己的能力特质水平 ，
优先考虑自己最有胜任力
的专业与职业。

学 生 最 容 易 陷 入 的
“能力误区”， 是将自己中
小学学习各科的成绩作为
衡量自己能力倾向与水平
的依据，“哪一科成绩好，
通常被叫做一般能力，但
是职业、 专业的好需要更
多特殊能力。 有的潜能我
们不知道， 特别是职业的
潜能， 所以应该通过科学
的测量工具来考察学生的
专业学习或职业能力。 ”

“不同的气质和性格
的人，适合职业是不同的，
个性气质越典型， 越要选
择好相吻合的专业与职
业。 ”莫雷认为，学生应该
科学地分析自己的个性特
点尤其是气质类型， 优先
考虑与自己的个性最适合
的专业与职业。

原教育部阳光高考平
台专家郭建民指出，虽然
两年后的 2021 年， 广东
省的高考生就面临 新 高
考，但是近几年的高考命
题 已 经 向 新 高 考 接 轨 ，
“高考不是考知识本身 ，
而是考知识的运用。 未来
人才需要哪些能力？ 我认
为是独立思考能力、信息
的加工处理能力、逻辑思
维能力 ， 特别是创 新 能
力。 今年的高考更是明显

体现这一点，这是符合未
来人才培养的。 ”

郭建民建议， 新高考
下，考生在选科方面需要考
虑志向、兴趣、自身优势、高
中优势学科与大学所选专
业的匹配度等因素。 他提醒
学生，选科的核心是要有前
瞻性，“尤其在当今急剧转
型的社会，要不畏浮云遮望
眼， 作出正确的决策”。 同
时， 选择时还要重视整体
性，从全局上思考问题。

莫雷：
按价值、兴趣、能力、个性综合权衡

郭建民：
选科的核心是要有前瞻性

莫雷在演讲中首次发布由
华南师大莫雷团队与卓越高中
团队合力研发的“高中生职业
素质测评系统”。该系统从社会
素质、能力素质、个性素质特性
分析指导个人的专业及职业发
展。 综合涵盖了 6 个大类、20
个专业群。 找到个体的能力优
势，结合人格差异和社会特质，
组合成最佳模型， 反映高中生
的职业特质。 测评结果以雷达
图显示， 从三大方向分析个人

特质。 了解到自身特质以及与
理想的差距， 指导下一阶段的
目标。 这为广大备战新高考的
考生带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莫雷进一步介绍了这个系
统：“学生进入系统， 提出自己
希望报考的专业或从事的职
业，比如我希望当教师，调出这
个特质库里面特质构成， 自动
从三个系统中选出教师职业特
质测量标， 根据你测的结果告
诉你合适不合适？ 哪些方面合

适等。最后会给出一个报告，哪
些超过， 哪些还要补短板，等
等。有了测评报告之后，就会指
导你下一个阶段应该如何做。 ”

莫雷最后总结道， 青少年
提早进行规划是决胜未来的关
键，特别是新高考来临，提前规
划势在必行。“做规划需要有科
学的工具提供数据支持， 我们
的系统能够指导学生科学地进
行专业选择与职业规划， 并且
提出针对性的意见。 ”

“高中生职业素质测评系统”首次发布

卓越高中事业部顾问容嘉华：
“一站式学习服务方案”全方位解决考生困扰

圆桌论坛
考生如何实现“弯道超车”？

圆桌论坛环节，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教学教材研究室
研究员施美彬、广东华侨中学校长李子良、广州市第五
中学校长裘志坚、卓越高中产品经理陈慧，与家长和学
生们坐而论道，回答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位家长问出了大部分考生和
家长的疑惑： 新高考为什么要采用
等级赋分的制度？ 意义在哪里？

施美彬解释， 等级赋分大有好
处，有三个作用：第一解决了不同的
科目选考不同， 不能比较的问题；第
二充分体现了学习的能力，以能力为
导向来选拔学生；第三充分满足了所
有学生能够有更高分值的要求。

“比如 A 学生选物理、化学、生
物，B 学生选物理、化学、地理，科目
不同无法统一画一条线比较， 不同
的科目难度也不同”，等级赋分相当

于排队赋分， 学生在群体当中的排
位，排位越前赋分就越高，排位越低
赋分就越低。

等级赋分无论是对排位靠前或靠
后的学生都有利。 以地理为例，原始分
不可能考满分， 但考第一名就有 100
分、第二名就 99 分，所以对尖子生来
说，分值提升了；对于基础比较弱、分
数偏低的学生，即便原始分考十几分，
也有 30 分的起点，所有的学生都水涨
船高。

同时， 等级赋分还能减轻学生
的负担、压力，不再分分必究。

对于学生来说， 有没有策略可
以利用等级赋分制度实现“弯道超
车”？ 陈慧指出，等级赋分的本质是
考量学生所处的相对位置， 她建议
同学们要考虑两个维度，“第一个维
度是不仅要关注自己的成绩， 还要
关注同一个学习阵营的其他学生成
绩，选择过程中，等级赋分有一个测
算公式， 如果不太了解这个逻辑的
话也没有关系， 建议大家牢记一句

话：不看分数看排位，参考全市统考
的排名来进行选择。 ”

第二个维度是用未来所从事的
选择倒推现在的选择，“问自己 5 个
问题：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未来
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未来想从事什么
样的工作？ 从事这个工作需要学习什
么专业？ 选定这个专业，在高中需要
学什么学科？ ”这 5 个问题一一拆解
和思考清楚，答案就显而易见了。

广州市第五中学校长裘志坚表
示，对于走班选课，家长、孩子们不
用过于焦虑。 很多学校是固定四科
走两科或固定五科走一科， 尽量减
少学生的走动， 例如选择物理、生
物、化学组合的学生较多，学校就会
形成固定搭配， 这种选择的学生就
可以不走班。

“同学们要考虑的是，你究竟哪
科能学好？ 怎么选择？ ”裘志坚提醒，
适合学哪个科目， 并非只看考试成
绩。 例如， 一个男学生政治考第八
名，家长认为孩子政治很好，应选政
治，“可是我一问， 这孩子不喜欢看
新闻、也不关注社会，社会上发生什
么事一点都不关注， 这样的孩子适

合选政治吗？ 选了以后读大学也会
很痛苦。 ”选政治科目的学生，应关
注社会，有家国情怀。

所以，“表象的分数不证明学生
真正喜欢这个学科。 选科既要考虑
功利的得分因素， 更要看清楚未来
孩子适合做什么。 ”裘志坚说。

对此， 广东华侨中学校长李子
良也赞同，“学生发展指导应该要比
生涯规划更大一些， 生涯规划属于
发展指导里面的一部分。 ”

不少高中学校都用科学的心理量
表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试， 明确学生的
思维方式、潜能潜力等。 同时，在高一
给予学生多次选择和验证选择的机
会，尽量让学生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我是历史班的，但觉得历史学
得不是特别好，物理也不是特别好，
能不能转到物理班， 把物理重新学
起来？ ”一个高一女生的问题，引发
了现场教育大咖们的关切。

裘志坚直言，“选完历史再转回
物理很糟糕。 ”如果是选了物理转历
史还相对好转，因为“理科的思维讲
究层次性，物理转历史比较容易，历
史转物理很难”。

裘志坚回应这位女生：“这个问
题还是要你自己回答。 仅仅从时间
上你还来得及， 因为选科走班基本
是从高二开始， 至于能不能学好物
理，还要问你自己。 ”

选择物理还是历史？这是很多学
生的纠结。 裘志坚忠告学生们，选择
物理还是历史跟个人的思维特点有
关系，“你是偏理科思维还是文科思
维？ 历史不仅仅是背的问题，更多是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曾经发生
的人和事， 有没有这种思维体系很
重要。 ”

李子良告诉这位女生，如果是因
为觉得困难而摇摆， 他不赞成，“有
的时候需要咬定目标不放松， 不能
一碰到困难就摇摆”。 他建议高一学
生不要恐慌，做好心理档案，多请教
老师和学校的指导， 多次测评后听
从内心的选择定下来。

很多家长、孩子不愿选择历史，
是认为历史能选的专业少， 影响将
来就业，果真如此吗？

“完全是误解。 ”施美彬强调，
“社会上有些家长误解，选历史只有
很少专业可以匹配，其实不对的。 ”
选历史比原来文科整体上的专业多
了很多，“不用担心选了历史就没有

专业可选，这完全是坊间谣言。 ”
他解释，新高考改革方案无论选

物理、选历史都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比原来大文大理都多了选择机会，

“还是回到初心，看自己真正适合学
哪个科目， 这个科目能够学好就有
兴趣，科目学好了，说明这方面有特
长，做好铺垫和积累，再慢慢思考。 ”

广东新高考实行“3+1+2”模式，如何应对？ 教育大咖齐聚广州论道———

华南师大莫雷团队与卓越高中团队合力研发的
“高中生职业素质测评系统”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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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为何采取等级赋分制度？

如何利用等级赋分“弯道超车”？

对于选课走班很焦虑怎么办？

选完后悔了怎么办？

选历史就业面窄吗？

艺考生或体育特长生该如何选科？

新高考给予更大的选择权
但找到适合自己的最重要

规划选科
决胜高考

步第

选科
怎样作出对的选择？

圆桌论坛

认真听讲

学生提问

广东新高考改革研讨会现场

测评
如何发现和发扬自己的能力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