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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开学，我们不是先学拼音

再学认字吗？是的，你没记错！但是，你也没看错！现在成都有些
学校却先教识字再教拼音。这是怎么回事？家长很着急，老师们原来也有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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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四川高考的语文、文科综合
（政治、历史、地理），以及外语科小语种
（含听力）将使用全国卷，而数学（文、
理）、理科综合（物理、化学、生物）、英语
科（含听力，听力考试使用全国统一命
制的试题）将使用四川卷。

试卷不同，自然影响着考生们的备
考方式。昨日，这一消息也在高中家长
中引起巨大反响。

分步推进/
2017年起我省普通高考
各科全部使用全国卷

省招考委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深
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
［2014］35号）精神，经教育部批准。我省高
考将从2016年开始逐步使用全国卷。

据悉，我省高考使用全国卷实行分
步推进，平稳过渡。2016年使用全国卷
的科目是语文、文科综合（政治、历史、
地理），以及外语科小语种（含听力）；
2016年使用四川卷的科目是数学（文、
理）、理科综合（物理、化学、生物）、英语
科（含听力，听力考试使用全国统一命
制的试题）。从2017年起，我省普通高考
各科全部使用全国卷。

省教育厅新闻发言人指出，我省从
2016年开始使用全国卷是经过充分调
研和科学论证之后采取的一项重大举
措。由于我省基础教育区域之间发展不
平衡，全科同步使用全国卷在教学实施
等方面存在困难，分步推进使用全国
卷，对于维护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促
进教育考试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分步推进使用全国卷，考试要求
不会超出考生学习的范围，不会额外
增加考生的学习负担，能有效减轻广
大考生复习迎考的压力。各地各校要
加大宣传力度，及时组织力量做好教
学相关衔接工作，确保高考改革顺利
推进和平稳过渡。

有关备考/
各科试卷题型设置
须等《考试说明》出台

昨日，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很多
家长和高中老师的高度关注。

不少老师指出，由于之前一直是按
照全部科目都采用全国卷的方式备考
的，由于英语、数学、理综等科目的全国
卷和四川卷在题型、考试内容上都有一
些差异。

以英语为例，“四川卷作文为35分，

但全国卷作文是25分，全国卷要考单项
选择，但四川卷却是语法填空。”不少英
语老师提出疑问，仍然用四川卷的话，
题型是否会变化？“因为2015年高考是
不考听力的，而2016年高考用四川卷但
要考听力了，那必然造成试卷结构和分
值结构的变化”。

对此，省教育厅新闻发言人指出，
各学科考试要求以2016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课程标准实
验版），以及国家和我省相应的考试说
明为依据。

记者了解到，每年高考的题型和分
值都是在省招考委出台的《考试说明》
中予以明确，但《考试说明》必须依照教
育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
一考试大纲》为依据。这意味着，只有等
教育部下发了《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后，具体四川高
考的题型和赋分才能明确。

明年四川高考数学科目仍然使用
四川卷，对于已针对数学全国卷的考
试进行了几个月复习的四川考生，有
什么影响呢？记者就此咨询了特级数
学教师、原成都七中数学教研组组长
王希平。

在知晓了高考数学科目仍使用
四川卷的消息后，王希平第一时间对
接下来高三数学的复习指导思路进
行了调整。昨日傍晚，他正在去往达
州的路上，将对一批数学教师进行高
考数学试卷调整后的相关教学培训。

王希平告诉记者，数学高考使用
四川卷，对现在的高三考生有影响是
必然的，但问题并不大，只需要尽快
调整复习思路和重点。王希平称，四
川卷的要求与全国卷的要求，在知识
内容上和试题结构上，都有一定的区
别。例如，依照考全国卷的思路复习，
数学选修4有三个内容，讲解要花约
一个月，考生们都进行了详细的复习
准备，但四川卷却并不包含。

不过，王希平认为，这样的变化
对考生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老师要尽
快调整备课教学，而考生现在需要做
的，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好好复习。

使用全国卷的科目：
语文

文科综合（政治、历史、地理）
外语科小语种（含听力）

使用四川卷的科目：
数学（文、理）

理科综合（物理、化学、生物）
英语科（含听力，听力考试使用全国统

一命制的试题）

我省普通高考各科
全部使用全国卷

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
员会、省教育厅昨日联合发
布《关于2016年我省普通高
考使用全国卷》的通知，
2016年四川高考将迎来重
大变化。

2016年四川高考

2017年起

特级数学教师王希平：

需尽快调整
复习思路和重点

数学高考使用四川卷，对现
在的高三考生有影响是必然
的，但问题并不大，只需要尽
快调整复习思路和重点。

考生
准备

四川居住证如何立法？
今起可投票、提意见

你觉得四川居住管理该立法
么？非机动车管理呢？……今日起
至12月2日，你可以登录四川省政
府网站进行投票、提意见和建议。
四川省政府法制办已汇集了29件
备选项目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明
年的立法意见。29件备选项目中包
括《四川省居住登记管理条例》《四
川省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四川省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
监督管理条例》《四川省非机动车
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是16项，
可以选5项，省政府规章项目是13
项，可以选5项。

其中，《四川省居住登记管理条
例》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有，贯彻实有
人口“人来登记、人走注销”的原则，
通过居住登记、居住申报和居住证
等制度创新社会管理。《四川省非
机动车管理条例》拟规范电动自行
车生产、销售、登记、通行等，解决
电动自行车不按国家标准生产，不
经登记上道路行驶，违法违规行驶
等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冒充“白富美”
约出男网友行骗
遂宁四男子落网

遂宁四名男子，在网上冒充
“白富美”与男网友聊天，取得信
任后，相约江苏常州见面。随后，
遂宁团伙将信息传递给常州的诈
骗团伙，常州团伙安排女性与男
网友见面，一起喝咖啡等，消费少
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近日，遂
宁安居公安分局协助常州警方，
成功抓获遂宁四名男子。昨日，成
都商报记者从常州警方获悉，常
州诈骗团伙也已落网，目前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11月初，江苏常州的梁先生，在
网上认识了一名叫“小梦”的女子，多
次聊天后相约在常州一家咖啡店见
面。两人喝完咖啡后，梁先生结账，被
告知消费了3万元。梁先生发现被骗
立即报警。常州警方侦查发现和梁先
生在网上聊天的“小梦”，IP地址竟然
在遂宁。经过进一步调查，遂宁以冯
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以及在常州的
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警方介绍，通过调查，冯某某
等人从10月开始，冒充“白富美”和
常州网友聊天，取得对方的信任
后，将相关信息交给常州的团伙，
常州的犯罪团伙则安排女性人员，
与此前和遂宁犯罪团伙约定的男
网友见面喝咖啡、喝茶等，然后以
高消费的方式进行诈骗，多则数万
元，少则数千元。从10月份开始，这
一诈骗团伙先后骗取钱财达十万
余元。“简单地说，就是遂宁团伙负
责引诱，再由常州团伙负责诈骗。”
遂宁办案民警说。

昨日，记者从常州警方获悉，遂
宁警方已将涉案的四男一女移交，
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蒋洲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早期胃癌筛查四川省协作中心成立
川内19家医院参与

抽个血
就能查早期胃癌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获悉，早期胃癌筛查四川省
协作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由川内19
家医院共同参与，将采用国际上先进
的血清胃功能检测技术用于早期胃
癌初步筛查，并通过“大数据”采集和
分析，促进胃癌早诊早治。

11月4日晚，随着“国家科技部
早期胃癌筛查多中心临床研究项
目”和“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胃癌早
筛项目”同时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健
康管理中心（体检中心）启动，省医
院也成为西南首家“国家早期胃癌
筛查中心”。

省医院消化科主任李良平介绍，
血清胃功能检测技术用于早期胃癌
筛查，受检人只要抽2ml静脉血，就能

“发现”胃黏膜病变风险，再通过进一
步胃镜诊断是否罹患早期胃癌。李良
平说，以往主要通过胃镜发现胃癌，
但胃镜检查患者耐受性较差。同时，
通过胃镜发现的胃癌95％已处于中
晚期，病人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而
抽血检查适用于大面积人群普查，对
提高早期胃癌诊治率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目前我国主要通过胃镜检
查发现早期胃癌，但是胃镜检查成本
高，患者耐受程度低，不利于大规模
的人群早期胃癌普查。早期胃癌筛查
四川省协作中心成立后，还将通过人
群筛查进行“大数据”采集和分析，促
进血清胃功能检测技术在全国的推
广，进一步促进我国胃癌的早诊早
治。胃癌致病因素复杂，而早期胃癌
常常没有任何症状，患者难以自我察
觉。建议40岁以上，具有胃癌家族史、
胃癌高发地人群、幽门螺杆菌感染
者、患各类胃炎、日常饮食多盐等任
一特征的人群都应该定期进行早期
胃癌筛查。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王欢

“孩子上一年级，刚开学居然是
先认字而不是学拼音？”锦江区某小
学一年级学生家长刘梅（化名）很着
急，开学2个多月了才开始学拼音，拼
音的教学进度快，许多作业又需要用

拼音来完成，孩子跟不上，不得不利用
课外时间给孩子补习拼音。

面对学校将本应作为基础课程的
拼音教学丢给家长的质疑，老师们也很

“无辜”：拼音教学完全是按照教材、按
照进度来把控的，家长不用太紧张，一
些老师表示，有些班一大半孩子都提前
学过了拼音，让他们也不得不缩短拼音
教学时间。

昨日，记者询问多所学校发现，为
一年级拼音学习焦虑和纠结的家长不
在少数，以幼儿园和一年级孩子为生源
的“拼音补习班”已成为最受追捧的一
类培训班。于是，家长和学校之间，陷入
了一种“部分自学拼音”-“老师减少课
时”-“没自学的不得不参加培训班”-

“老师继续减少课时”的循环。

家长急了：
先识字再学拼音 孩子跟不上

说起小学语文第一课，不少家长脑
海里马上会蹦出“a、o、e”，刘梅也不例
外。但现实却是，一年级开学却先识字再
学拼音，而且拼音教学进度很快，让孩子
跟不上。“以前在幼儿园没有学过拼音，
孩子学习能力也不是很好，所以拼音学
得很吃力，经常会出现‘d’‘ b’不分或者

‘a’‘ai’发音不准的问题。”刘梅还发现，
同班大部分孩子在入学前就补习过拼音
了，她因此更着急了，每晚几乎都会教孩
子学拼音到晚上10点，但收效甚微。“因
为现在的教材，单韵母、复韵母之类的连
我都搞得不是很清楚，更不要说教他了！
眼看教学进度越来越快，为了让孩子跟
得上进度，最后只好报了拼音辅导班。”
刘梅说，像她一样给孩子报辅导班学拼
音的家长并不是少数，补习班上有5个一
年级学生，以前都没学过拼音。

同样报辅导班给孩子补习拼音的
家长李女士告诉记者，一年级家庭作业
很多都是阅读，对于在幼儿园学过拼音
的孩子来说很简单，但对从没学过拼音
的孩子来说，就很难完成这项作业，“只

能来补习了。”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成都市场上

专门补习拼音的辅导班并不在少数，收
费都在千元左右，还有一对一辅导，收
费更贵，每小时收费120元左右。“我们
主要是做幼小衔接，为一年级入学打基
础。如果不提前学会、学好拼音，到小学
孩子完全跟不上，就会一点一点害怕学
习、逃避学习。”红星路一家学前教育机
构的工作人员介绍，一般一年级补习拼
音都会选择一对一辅导，但这样的老师
目前供不应求。

老师无奈：
全班大半孩子提前学过拼音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家长认为，
一年级拼音教学进度时间比以前缩短
了好几倍，这是逼着家长让孩子在入学
前学拼音、入学后补拼音。对于这种看
法，老师们却有不同的意见。

昨天，记者采访了一些小学语文教
师，他们表示对于拼音的学习都有相应
的进度表，一年级正常教拼音的时间应
该在2个月内，可能有的老师会略快一
点。但总体来说，都是会按照教材和进
度来把控教学的，对新入学的孩子来
说，在这样的时间段里是可以学会的。

但也有部分老师坦言，如果在教学
中，大部分学生都学过拼音，不排除一
些老师会加快教学进度。“因为一节课
都教会了，就没必要用两节课来教，但
这个进度会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现在的拼音教学要求比过去高，
要求孩子灵活运用，比如把图片和对应
的音节连线，用拼音写句子等。对于刚
进小学，没接触过拼音，很多方面还不
适应的孩子来说，学起来确实比较吃
力。”青羊区一位语文老师说，家长反映
的问题确实很普遍，她班上大部分学生
在入学前就学习过拼音，因此对于一些
拼音掌握不好的学生，老师会建议家长
在家多教一下。

对于是否要鼓励提前学习拼音这
个问题，长期进行语文教学的成都市实
验小学贺贝老师认为，必须要慎重。“班
上一些孩子提前学了，但存在着发音不
标准的问题，矫正起来比教没学过的孩
子还麻烦。”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入学先识字 再学拼音 老师还教得快

家长急了：孩子没学过拼音，跟不上
老师们也很“无辜”：有些班大半孩子都提前
学过拼音，不得不缩短拼音教学时间……

作为小学基础课程的拼音是要
提前学，还是要在一年级“零起步”？

“有些爸妈焦虑，可能是因为太
着急。”青羊区教科院科研室主任叶
剑告诉记者，一年级教学先识字再同
步学习拼音的教学改革主要是从儿
童的角度出发。传统的一年级语文教
学都是以学拼音为主、认字为辅，然
而先学拼音比较枯燥，刚进校门的孩
子上来就学，压力会比较大，容易有
挫败感。“在以往教学中这种情况并
不少见，让一年级的孩子们先认字，
可以让孩子们感受到学习的快乐，消
除恐惧心理。”叶剑说，孩子们有了阅
读的语感后，再接触拼音学习，上手
就会快不少。说到底，先识汉字，后学
拼音，“翻转”了家长们的传统习惯，
爸妈们需要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

“小学生入学后，会用近两个月学
拼音，一年级到二年级是学习拼音的
巩固期。虽然一开始学习有些抽象，但
很快孩子就能找到窍门，家长不用提
前给孩子补习太多。”成都市实验小
学贺贝老师说。

先学拼音容易枯燥
家长需改变固有思维

明年四川高考
文综语文用全国卷 数学理综英语用四川卷

题型分值
《考试说明》出台才明确

蓉城飞雪？
是树的“头皮屑”

冬天里会飞柳絮？还是成都下
雪了？这几天，总府路一天桥边，白
色絮状物纷飞的情况被不少市民
看到。成都商报记者现场观察，这
些白色絮状物来自于总府路 42 号
附近的几株青桐树上，专家表示，
这估计是一种叫“青铜木虱”的虫
子在作怪。

盐市口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称，看情况，这几株树木的确是闹虫
害了，街办将立即将该情况向成都
市园林局反映，由他们安排工作人
员来灭虫。成都市园林植物有害生
物预警及控制中心专家刘老师称，
根据描述，这些白色絮状物是“青铜
木虱”分泌的蜡纸物体，对人体没有
害处，但会影响树木生长，通过喷洒
药物等方式可以治理。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