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
案》），对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
《总体方案》旨在“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
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对政府、学
校、教师、学生、社会五个方面的教育评价问题
进行了全方位指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
挥棒”问题，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是一份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教育评价改革文件。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评价体系存在一系列
的偏差，违背了基本的教育规律，不利于教育事
业的科学发展。具体表现在用考试成绩和排名
评价学生，用升学率或学术产出评价学校，用发
表论文数量、承担项目数量或人才称号等量化
指标评价教师，用期刊等级或获奖情况评价成
果，教育评价的短期性、功利性、机会性问题较
为突出，教育评价功能异化问题较为严重，教育
评价在引导科学管理、合理办学、优化资源配
置、激发学生学习自主性、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
等方面的作用发挥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在高等教育领域，不少高校仍然将学生的
学分绩点和学术发表作为主要评价指标，这种
单一化评价轻视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忽略了教
育的发展功能，与科学性、多元化人才培养之间
仍然存在目标偏差。高校普遍使用期刊索引收
录论文数量、被引用情况、承担科研项目等级或
数量、人才称号等指标评价教师，很容易刺激教
师的短期行为，挤压教师人才培养投入，短平快
地出成果，追逐各种学术名利，不利于引导教师
着眼长远，从更长的周期来规划学术发展，也不
利于教师出传世之作和引领经济、社会、技术变
革的重大科研成果。绝大部分科研评价仍然在
使用 SCI、SSCI、CSSCI 等索引工具来评价科研
成果，很容易引发教师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消
解学术同行评价在成果评价中的作用。部分政
府部门和不少社会专业机构仍然热衷于用大学
排名、“双一流”标签等方式评价大学，容易引发
大学办学的短期行为和功利取向。社会在评价
学生和教师时，仍然根深蒂固地使用分数、升
学、文凭、论文、帽子等，容易导致高校办学行为

发生扭曲。一些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丧失基本
的专业性和独立性特征，轻易采用刚性、量化的
数据对高校进行结果性评价，对高校的功利化
倾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体方案》改变了单一以学习成绩来评价学

生的错误倾向，着眼于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更加重视德育、体育、美育和劳育在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中的作用，同时探索建立学分银行制度，推动
多种形式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畅通终身
学习和人才成长渠道。对教师评价也提出了明确
的改革方案，突出质量导向，重点评价学术贡献、
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避免将论文数、
项目数、课题经费等科研量化指标与绩效工资分
配、奖励挂钩。打破了过去重科研轻教学的行为倾
向，建立“全心育人”的机制。《总体方案》要求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
“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
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避免将毕业
院校、国（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作为招聘或各
种人才选拔的限制性条件，建立“德才兼备”的人
才机制，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总体方案》不再以结果为主进行教育评

价，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
健全综合评价，有破有立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符
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体系。教育评价也将突破
以政府行政评价为主的评价模式，积极构建政府、
学校、社会等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建立健全教育
督导部门统一负责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发挥专
业机构和社会组织作用。充分尊重专业机构和
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特点，不轻易将简
单的量化指标，甚至是商业性的排名作为评价
的重要依据，将社会化的第三方独立评价作为
社会多元参与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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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赵九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赠中科院空间中心

愿更多年轻人投身空间科学事业
本报讯（记者丁佳）10 月 15 日，我国

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赵
九章先生“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赠仪式
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以下
简称空间中心）举行。捐赠仪式上，赵九
章的女儿赵理曾代表姐姐赵燕曾及家
人，将赵九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赠与
空间中心。

中科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周琪宣读
了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的书面致
辞。白春礼在书面致辞中表示，“东方红一
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揭开了中华民族探
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社
会的序幕。追溯半个世纪前的激情岁月，
正是以赵九章为代表的老一代科学家对
空间科学的求真执着和科技报国的家国
情怀，才使得“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

白春礼衷心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能

够深入具体地了解和学习老一辈科学家
的感人事迹和优秀品质，继承和弘扬老一
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
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
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
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
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
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
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伟大事业中去。
“上个世纪 50年代末，苏美卫星相继

发射上天。人类第一次飞出了大气层，探
索神秘的宇宙空间，这把父亲迷住了，他
的心也飞向了这神秘诱人的太空，再一次
开始开拓一个新领域———中国的卫星工
程和空间科学研究。”赵理曾说，“我的姐
姐赵燕曾和我满怀着对父亲的崇敬，和对
他共事的团队的尊重，决定将奖章捐赠给

空间中心，希望激励更多的年轻人投身父
亲生前开创的空间科学事业，创造新的辉
煌。”

空间中心主任王赤对赵理曾致以崇
高敬意和由衷感谢。他说，赵九章先生关
于中国发展人造卫星事业的规划和设想
几乎就是中国航天 60多年自主发展的缩
影。王赤代表空间中心郑重承诺，不仅要
把这枚无比珍贵的奖章作为空间中心的
“镇所之宝”珍藏，还要将其作为传承和弘
扬科学家精神的生动课堂，教育和激励广
大科技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赵九章等老一
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
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秉持国家利益
和人民利益至上，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
创新重任，勇攀空间科技高峰，在人类探
索太空的征途中，不断作出新的贡献，树
立新的丰碑。

纪念钱学森归国 65周年座谈会举行

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矢志报国
本报讯（记者陆琦）10月 14 日，第七

期钱学森论坛深度会议暨纪念钱学森同
志归国 65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探月工程总设计
师、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栋发来贺信。
信中指出：本次纪念座谈会的举办恰逢其
时，正值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
发出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号召之际，探讨钱
学森作为伟大思想家对 21世纪人类发展
的重要作用有积极意义。

会议回顾和学习了钱学森作为思想
先驱、科技泰斗、育人导师、做人楷模的卓
越功勋和伟大精神。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

长、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薛惠锋表示，钱老
晚年重回学术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超前
的理论思想，较为突出的，可以用“文、智、
五、工”四个字来概括。“文”，即“文明复兴”
的重启，要靠系统论来引发；“智”，即“大成
智慧”的获得，要靠“人机融合、人网融合、以
人为主”来实现；“五”，即“情商、智商、位商、
灵商、健商”五商合一，将造就 21世纪的新
人类；“工”即系统工程工具方法体系的建
立，将打造新时代智库装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高级顾问王礼恒指出，钱学森同
志的卓越功勋、崇高风范和伟大精神，永
远铭记在航天人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心中。

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学习他们忠党
爱国、服务人民的坚定信念，自主创新、敢
为人先的进取精神，不忘航天报国初心、
勇担航天强国使命，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
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为早日实现
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与会专家纷纷表示，当前，面对国际
国内两个大局的复杂形势，学习和纪念钱
学森归国更具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本次会议由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
程研究院主办、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应用咨
询工作委员会协办。会上还发布了纪念钱
学森归国 65周年纪念章及纪念文集。

科学家揭示催化烯反应酶及其周环选择性分子机制

本报讯（记者黄辛）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
化学研究所生命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周
佳海课题组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唐奕
课题组、Kendall N. Houk课题组合作，首次表
征了自然界中催化 Alder-ene反应（烯反应）
的酶及其催化氧杂 Diels-Alder（DA）反应的
同源蛋白，解析了这两类酶及其复合物的高
分辨率晶体结构，并通过定点突变实现了周
环选择性的逆转，阐明了两类酶如何利用几
乎相同的活性位点实现周环选择性的精准控
制。日前，该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

周环反应是指具有环状过渡态的协同反

应，这类反应在天然产物合成中常常被应用
于高效构建多个碳碳键，而且具有较好的立
体选择性和区位选择性。自 2011年首次鉴定
出能够催化 DA反应的周环酶 SpnF后，科学
家先后从多种天然产物的生物合成途径中鉴
定出了不同的新型周环反应酶。

唐奕课题组在这项研究中以多功能周环
酶 LepI为基础，从真菌天然产物生物合成途
径中鉴定出 6个具有很高序列相似度的 O-
甲基转移酶蛋白：PdxI、AdxI、ModxI、EpiI、
UpiI 及 HpiI，同时发现并验证 PdxI、AdxI、
ModxI催化烯反应，而 EpiI、UpiI、HpiI催化氧

杂 DA反应。
周佳海课题组解析了烯反应酶 PdxI 以

及氧杂 DA 反应酶 HpiI 的 apo晶体结构，同
时也得到了这两个酶与底物类似物以及产物
的共晶结构。

在此基础上，Houk 课题组通过 DFT 理
论计算、分子对接以及动力学模拟，揭示了
PdxI/AdxI/ModxI、EpiI/UpiI/HpiI 这两组同
源性的周环酶因进化上的细微分歧导致了不
同周环选择性的分子机制。

相关论文信息：

新研究填补类脑计算领域理论与结构空白

本报讯（记者陈彬）10月 14日，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张悠慧团队、精密
仪器系教授施路平团队与合作者在《自然》发
文，首次提出“类脑计算完备性”以及软硬件
去耦合的类脑计算系统层次结构。该研究填
补了类脑计算系统领域完备性理论与相应的
类脑计算系统层次结构方面的空白。

在通用计算领域有两个著名概念———
“图灵完备性”和“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其
中，前者用来衡量计算系统是否能够用来解
决任何计算性问题，后者则是通用计算机运
作的体系结构，该结构具有存储部件与计算
部件分离、程序与数据统一存储等特性。

“图灵完备性与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可以
使通用计算领域在软件层、编译层和硬件层
具有统一的范式。”张悠慧告诉《中国科学
报》。然而在类脑计算研究领域，由于相关研
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到目前为止，国际上还没
有形成公认的技术标准与方案。
“通俗来讲，完备性可以回答系统能够完

成什么、功能边界在哪里等问题。研究完备性，
可以为软硬件系统的解耦合、划分不同研究领
域间的任务分工与接口提供理论基础。”张悠慧
表示，希望“类脑计算完备性”研究能够为类脑
计算系统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个“准绳”。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团队针对类脑计算

特性，提出了对计算过程和精度约束更低的
“类脑计算完备性”概念，并且设计了相应的
类脑计算机层次结构———图灵完备的软件模
型、类脑计算完备的硬件体系结构，以及位于
两者之间的编译层。通过相关算法，任意图灵
可计算函数都可以转换为类脑计算完备硬件
上的模型。
“这意味着类脑计算系统也可以支持通

用计算，极大地扩展了类脑计算系统的应用
领域，也使类脑计算软硬件各自独立发展成
为可能。”施路平说。

相关论文信息：

近日，一只白腹针尾绿鸠
（如图）现身云南无量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南涧管护局凤
凰山鸟类环志站，引发鸟类专
家关注。
“白腹针尾绿鸠主要分布

于东南亚，此次在我国境内发
现，既可能是个体远距离飞
行，也可能是该种群因气候、
栖息地环境变化等因素整体
北移的结果，还需要持续跟踪
观测。”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副
主任张国钢介绍，白腹针尾绿
鸠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种群数量
呈下降趋势。据悉，凤凰山鸟
类环志站的工作人员对这只
白腹针尾绿鸠详细体检确认
其健康状况良好后，进行了环
志放飞。 新华社发（钱程摄）

教育评价改变大学办学导向
张端鸿

（下转第 2版）

287K！室温超导出炉了
本报讯（见习记者辛雨 记者唐凤）10 月 14

日，《自然》报道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物理学家
Ranga Dias联合内华达大学等团队在室温超导领
域的重大突破：实现 287K（约 15℃）温度下的
碳—硫—氢体系超导。

但这种新型室温超导体只能在 267GPa（相当
于地球中心压力 3/4）的压力下工作。换句话说，如
果研究人员能够将这种材料稳定在环境压力下，超
导应用普及的梦想就有望实现，比如用于核磁共振
成像和磁悬浮列车、无耗散电流传送和不需要冷却
的超强超导磁体等。
“这是一个里程碑。”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学家

Chris Pickard说。但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物
理学家 Brian Maple认为，该实验的极端条件意味
着，尽管它“相当惊人”，但“这肯定不会对制造中的
设备有用”。

研究人员将碳和硫元素形成的混合物球磨成
5微米以下的颗粒，随后装载到金刚石压砧（产生
超高压的装置）中，并充入高压氢气。在加压的状态
下，用紫外光照射，压力和光辐射共同驱动 S-S键
的光分解，形成硫自由基，并与氢分子反应生成硫

化氢，最终制出均匀透明的晶体。
当将压力提高到 148GPa并表征电导率时，研

究人员发现材料在 147K时变成了超导体。将压力
进一步增加到 267GPa，研究小组达到了 287K的超
导“临界温度”，磁性测量也表明样品已经变成了超
导体。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靳常青表示，该
研究提供了旨在证明超导两个最基本特性的实验
结果，即零电阻和抗磁性。

靳常青告诉《中国科学报》，在超高压环境下，
样品的量非常小，在文章所述的微米级尺度下检测
样品电阻，尤其是磁信号的实验难度非常大。
“这个实验结果如能得到其他研究组的进一步确

认，对超导的基础研究和潜在的室温大规模应用而
言，都是相当令人鼓舞的进展。科学家需要继续深入
认识构效关系，比如通过化学掺杂，如何在较低压力
甚至常压下实现室温和更高温度超导。”靳常青说。

实际上，硫化氢在高压下会变身高温超导体，
曾被中国科学家“预言”。2014年，吉林大学教授马
琰铭、崔田团队各自通过理论计算预测：硫化氢在
160GPa下超导临界温度为 80K；硫化氢与氢的复
合结构在 200GPa下超导临界温度在 191K至 204K
之间。

2015年，德国马普学会化学研究所物理学家
Mikhail Eremets 团队在高压条件下的硫化氢结构
中达到了 203K（约 -70℃）的超导临界温度。2019
年，Eremets团队再次在《自然》发文报告了镧—氢
化物在 170GPa、250K（约 -23℃）的超导性，这也是
此前高温超导体的最高临界温度纪录。

Eremets表示，此次最新研究似乎提供了关于
高温电导率令人信服的证据。但他指出，Dias小组
还不能确定超导化合物的精确结构，他希望从实验
中看到更多的“原始数据”。

Dias等人表示很快就会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而
且他们可能也会用其他元素来替代三组分混合物，
希望能产生温度更高的超导体。

相关论文信息：室温下实现碳—硫—氢体系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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