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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评价选拔制度的螺旋式演进和
高考公平效益问题的历史观照
□

边新灿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 浙江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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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平和效益（ 效率） 、信度与效度的概念

则与评价选拔的效益密切相关乃至高度吻合。
为了更深入地运用公平和效益的坐标探究评价

公平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 就高考招生制度

制度的演进逻辑，笔者提出评价选拔涉及 “ 直接效

等（ 意味着受教育权利平等） 。 （ ２） 过程公平：包括

指的是评价是否准确体现了评价组织者的目的， 选

而言，公平有以下内涵：（ １） 起点公平：考试机会均
１） 评价标准的一致性、客观性和刚性，分数面前人

人平等， 标准公平； ２） 考试和招生过程的规范性，
程序公平；３） 考试和招生信息公开透明，信息对称。
（３） 补偿性公平：鉴于教育资源的城乡差异和地区
差异实施补偿、照顾性措施。

益” “ 扩展效益” 和“ 溢出效益” 三个概念。 直接效益
拔出来的人才的质量是否符合组织者的要求，它既
包括量的因素，也包括质的因素；扩展效益指的是采
用或改进评价选拔方式、制度，是否有利于社会管理
系统的运行，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
质量； 溢出效益指的是采用或改进评价选拔方式、

教育的效益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有限的教育

制度，对国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对社会的精神

资源面向学校和受教育对象是集中使用还是平均分

文化，产 生 了 什 么 样 的 长 期 而 深 刻 的 影 响 和 塑 造

散配置； 二是有限的教育机会按什么标准分配给受

作用。

教育对象。 其中高等教育机会的配置方式就是高考
制度要研究的问题。 对察举、科举和高考所代表的
评价选拔制度的效益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理解。 第
一层次是“ 操作效益（ 工作效益、成本效益） ” ，其中
包含操作、管理的复杂程度、人财物的投入多少、工
作效率等因素；第二层次是“ 质量效益” ，指评价选
拔出来的人才（ 产品） 的素质高低及其与选拔主体
要求的符合程度；第三层次是“ 制度效益” ，指的是
评价选拔模式、制度的设计对本系统、外系统和整个
社会的运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操作效益实际上关
注的是投入的问题， 质量效益实际上关注的是产出
的问题（ 产出既有数量的因素又有质量的因素） ，而

二、从公平和三种效益的多维度探究驱动和
制约评价选拔制度改革的复杂因素
１．从察举转为科举，评价信度、程序公平是决定

性因素。 察举在理论上具有较高的效度和效益，但
是，其对评价信度、程序公平的难以保证最终影响其
效度。 在察举实行前期，推荐者大多能出以公心，
因此效度较高， 同时也不影响公平。 到了后期，由
于地方官员的考察水平的欠缺和主观上的“ 私心”

“ 偏心” ，所推荐的不是最优秀的，而且被推荐者往
往把对制度的感激之情投射在地方官员身上， 世家
大族把持朝政后更容易因此而形成利益集团， 最终

制度效益则与资源的配置方式密切相关，与政治性、

影响中央政府对国家的治理能力。 因此其评价信度

公平性密切相关。

容易受多种因素干扰而趋低甚至很低，从而最终影

信度和效度是心理与教育测量学的专用术语。

响其效度。

通俗地说：考试目的是要测试被试某方面的特质，考

而科举考试对公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科

试结果是否测试到了这些特质， 其实现程度就是考

举的“ 只试不荐” 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机会均等、起点

试的效度。 信度是效度的前提和基础，高信度是高

公平。 参加科举考试的门槛很低，除了极少数特殊

效度的必要但不是充足条件，信度低效度一定也低，

人员， 绝大部分社会人员都有参加考试的权利和机

但信度高效度不一定高。 把“ 信度、效度” 和“ 公平、

会，真正体现了机会均等的理念。 第二，科举考试把

效益” 结合起来分析，信度反映了评价选拔的过程

评价信度和程序公平推到极致。 从汉代察举的综合

是否规范，它与程序公平、形式公平密切相关；效度

评价转型为隋唐明清科举的统考（ 分数） 评价，最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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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贡献是：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客观、最刚性、最

效益。 围绕这条主线，采取了逐步扩大高校的选择

统一的评价标准和评价程序，有效地排除了犯规舞

余地、让中学通过“ 预选” 加入评价体系（ 有利于在

弊等主观因素对评价的干扰，把评价选拔的信度提
升到空前的高度。

２．科举得以长期实施，除了公平性上的优点，扩

展效益高是主要原因；科举最终被废，则是溢出效益
上出了大问题。 科举制度改先荐后试为只试不荐，
这一“ 减法” 减掉了地方官员和乡绅的评价权，减掉

评价过程中发挥中学的作用使评价更全面） 、对思
想品德优秀、艺体特长和学科竞赛优胜考生予以加
分、在统考招生以外采取保送、 自主招生等多种措
施。 二是注重公平。 耐人寻味的是，进入 ２１ 世纪后
高考改革的一些措施看上去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９０

年代的改革举措完全针锋相对。 出现这样的逆向操

了世家大族对国家治理的把持权，起到了三方面的

作是因为社会对高考公平的要求越来越高， 对统一

作用：（１） 评价主体高度集中： 由察举的层层分权和

考试刚性标准高度认可， 而对体现综合评价的改革

九品中正的世家大族把持到科举的中央集权， 由于

举措的柔性标准能否保证公平心存疑虑。

撤除了中间环节，沟通了士人与朝廷的直接联系，有
利于强化士人（ 任用前） 和各级官员（ 任用后） 对朝
廷、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 ２） 科举考试创造

三、公平与效益之间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和
互相制约的关系

了一种寓德育考核于智育考核、寓综合素质考核于

深入分析，公平与效益之间具有互为前提、互相

纸笔考核、用标准化的刚性的形式考核综合素质的

促进和互相制约的关系。 首先是互为前提。 前文认

方法， 考试内容显性育德和考试过程隐性育德功能

为考试的信度实际上对应考试的程序公平，考试管

的结合， 保证了及第士人的较高政治素质和道德素

理规范、程序公平、信度高，是选拔实现高效益的基

质。 （３） 科举考试践行唯才是举、机会均等，打通了

础和前提；反过来，考试的效度高，考试结果真正反

底层通向上层的纵向流动渠道， 消解了有思想、有

映了组织者的目的和意图， 这样的选拔在实质上才

理想的士人对自己政治经济地位现状和社会现状的

是公平的，如果考试的知识点很偏，水平较差的考生

不满情绪；有的举子出身底层，对民生疾苦和百姓诉

运气好碰上了得了高分， 水平较高的运气不好得了

求有比较深切的体会， 一方面可以在应试答题过程

低分， 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强的在笔试

中下情上达， 另一方面有利于今后的仕途生涯中施

考试中得了低分， 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

政有方、接地气。 总之， 科举取士制度与国家治理

弱的在笔试考试中得了高分，这样的选拔结果如果

制度之间实现了体制同构，政治同构，文化同构，教

与组织者的意图不符，那么也是不公平的。 其次是

育同构，具有很高的扩展效益。 科举考试促成了读

互相促进。 公平有利于促进效益：考试选拔充分开

书求知的氛围、强化了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和爱国

放、机会均等，考试选拔过程规范有序，考生由公平

主义精神， 但在强化求同思维的同时也压抑了士人

感而产生愉悦感，有利于增加学习和考试质量； 此

的求异思维、创新思维能力的形成，引导士人远离生

外公平公正的制度设计和通过刻苦学习取得好成绩

活实践失去了创新精神的源泉， 这些都是科举制度

的过程本身就有陶冶、熏陶、育德功能，本身就是增

的设计者在设计时没有想到但在实施后产生的深刻

加素质和效益的功能；效益也有利于促进公平：考试

影响，是其正面和负面溢出效益的表现。

的质量高，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促使学生素质增进，

３．高考改革的曲折历程是公平和效益因素交互

这样的制度才是高质量、高水平的公平，否则如果只

作用、螺旋式演进的过程。 对高校招生到底是统一

是考试能力的增进，只是分数的公平，这样的公平是

招生还是联合招生或者学校单独招生，新中国成立

低质量、低水平的公平。 其三是互相制约，甚至互相

后有过多次讨论和纠结，从质量效益和操作效益的

产生负面作用。 互相制约指的是指向一端的制度设

角度做过完全不同的决策。 主张维持统一招生办

计和改革一定会受到另一端因素的反向牵引，其中

法，主要是考虑节省人、财、物的投入， 有利于学校

尤以公平性因素对指向提升效益的改革的牵引更为

完成招生计划、学生就近报考，主要是基于操作效益

明显。 互相产生负面作用最突出的就是察举制和科

的考虑；而指出统一招生的缺点，主张过渡到联合招

举制的兴亡： 察举制在表面上看来对素质的要求很

生或单独招生的意见，则主要是为了在评价选拔环

全面， 有利于选拔适合国家治理需要的人才， 但其

节体现学校的专业特性，发挥学校的主动性，同时有

制度设计却在公平性保障上留下很大的漏洞， 最终

利于学生到他喜欢的学校或专业学习，激发学习兴

因为不公平而造成低效益甚至非效益，导致制度的

趣，是基于质量效益的考虑。

被取消；科举制在追求形式公平上走到极致，但却到

恢复高考后仍然采用统一招生的形式，但是围
绕着效益和公平， 在评价和选拔方式上进行了多样
的探索实践，呈现两条鲜明的主线。 一是注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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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畸形的地步，形式上是公平的，但是和考试选拔的
目的、意图南辕北辙，最终也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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