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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麟阁路85号、 新华通讯社西门
对面 ， 有一栋拥有 112年历史的建
筑———北京中华圣公会教堂。 因为教
堂长期弃置，长年以来，经过这里的人
们很少驻足。 而近日这里竟然成了一
个“网红”景点，每日顾客盈门。人们惊
讶于一座教堂的华丽蜕变———它以模
范书局·诗空间的身份重新开张。教堂
改造的书店，这在北京还是第一家，在
全国也是独一份。

北京佟麟阁路上
百年教堂变成书店

近日 ，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
心 ， 2018年出生的大熊猫宝宝们在
“熊猫幼儿园” 里嬉戏打闹， 憨态可
掬， 迷倒大熊猫粉丝。

大熊猫宝宝
在“幼儿园”里撒欢卖萌

近日 ，重庆渝中区 ，轨道交通2号
线列车从一小区的6层 “螺旋 ”停车场
上方穿过，显得十分“魔幻 ”，据了解 ，
该停车场从路面到地下共6层，轨道交
通2号线正好从车库正上方穿过。

重庆再现“魔幻”建筑
6层旋转停车场上过轻轨

11
2019年
7月6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文
摘

版
式
设
计
赵
军

版
式
校
对
张
旭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韩国： 成绩是一种隐私

在韩国， 一般学校不会擅自对外
公开学生考试成绩和排名。 依据 《学
生人权条例》， 学校应对成绩、 排名等
学生个人信息进行保护， 不得以任何
形式对外公布。 2010年， 韩国京畿道
教育厅首次开始实施这一条例。 目前，
首尔、 光州、 全罗北道等地区的教育
部门纷纷跟进制定了类似规定。

今年6月， 首尔一所高中对外公布
了期中考试全校前60名的学生名单和
成绩 ， 引发学生和家长的强烈不满 。
有家长抗议， 难道不在排名里的就不
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吗？ 每名学生都有
优点和才艺 ， 学校却只单一化以成
绩来评价。 首尔市教育局有关人员表
示， 该校行为违反了 《首尔市学生人
权条例》， 将立即采取措施督促该校进
行整改。

虽然受条例约束不能公开成绩 ，
但韩国学校会根据成绩来对学生进行
分层管理， 类似于中国的 “重点班”，
但会更细致地分类到每个科目。 比如，
很多韩国高中会根据学生的数学、 英
语等某一学科成绩， 分为两三个教学
进度不同的班级单独授课。 为减少学
生的心理负担， 学校安排只有在几门
主要学科上课时分班， 其他时间还是
在原班级上课。

英国： 与家长私下讨论

英国 “高考” 是全国每年都会关
心的话题之一。 每到8月， 英国会公布
中学会考 (GCSE) 和大学入学考试
(A-level) 成绩。 在英格兰地区， 政府
教育部门会汇总约 4000所中学的成
绩 ， 公布没有达到学生合格比例目标
的中学。

但具体到每个学生的成绩， 看重
隐私的英国人认为是不应该相互打听
的。 外界能看到放榜当天的电视直播，
一些愿在镜头前晒出成绩单的孩子谈
对考试结果的看法。 多数英国人， 尤
其是家中有考生的家庭会关注这些报

道， 但他们和学校都不会轻易对外界
说身边孩子的考试情况。 在考试结束
后， 英国中学会安排考生和家长与学
校老师见面沟通， 单独讨论考试结果，
但不会公布班级成绩排名。

日本： 发榜时只能看到考号

日本的 “高考 ” 发榜季是早春 ，
各大名校前挤满了家长、 学生和记者。
像东京大学等顶尖大学的发榜镜头 ，
几乎每年都会登上电视。 这些大学在
门前会架满密密麻麻的名单， 写上被
录取的考生考号。 虽然公布的并非真
实姓名， 但也有一些学生认为会造成
心理压力。

日本的私塾 (升学补习班或预备
校 ) 在成绩放榜方面显得更加 “残
酷”。 私塾因独立经营， 为提高知名度
争取更多学生， 所以常采取实名公布
制。 每年私塾都会实名公布考生的升
学结果， 直接把排行榜张贴在走廊甚
至大门外等公众能看到的地方。 有些
排行榜仅写姓名， 有些甚至会附上考
生照片。

除公开放榜外， 也有一些教师会
在考后发答卷时， 在课堂上按成绩顺
序发布。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江同学
说， 考后听老师点名拿答卷， 如果自
己迟迟没被叫到， 心慌是肯定的。

美国： 排名决定成绩

在许多人眼中， 重视素质教育的
美国初高中不会用成绩来增加学生压
力。 但在美国圣迭戈一所高中担任数
学老师的戈登表示， 自己每学期会给
学生布置超过20次考试， 同时 “技术
性” 揭露成绩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学习
情况。 戈登表示， 美国教师不会直接
在班上公布成绩， 这违反学生隐私保
护条例， 但大部分教师会公布班级整
体表现， 如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每个分段有多少人等， 甚至每个小节
作业都会有相关数据。 “良性且具有
保护性的竞争对高中生十分必要， 毕
竟他们很快将在申请大学时面临残酷

的竞争， 这样技术性地公布成绩的方
式通常让班级整体表现越来越好。”

进入美国大学后， 很多人会迎来
新的成绩烦恼。 不少课程会采用 “正
态分布”， 而不是 “绝对分数” 的方式
决定成绩。 换言之， 学生的最终成绩
并不是试卷上答了多少分就是多少 ，
而要看在班里的排名。 “参加这种课
程的学生心理压力非常大， 即使在测
验中获得90分， 如果同学分数都很高，
可能只是个B甚至C。” 在密歇根州立
大学就读的李同学表示， 这类课程对
学生来说几乎没有太多隐私可言， 大
家都处在相互竞争的状态。 “教授为
了方便拉开成绩分布， 通常会将考试
做得非常难。”

放榜在不同阶段意义不同

针对成绩是否应该公开放榜， 中
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研
究所所长吴霓认为应分为 “义务教育
阶段” 和 “非义务教育阶段” 两部分
进行讨论。 他在接受采访时称 ， 在义
务教育阶段 ， 主要强调学生在基础
知识 、 基本能力和方法 、 素质发展
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 成绩只是其中
一 方 面 。 对 于 这 一 阶 段 的 学 生 来
说 ， “公开放榜 ” 可能给他们一个
“好中差” 的心理暗示， 不利于身心健
康发展。

“对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如
高中以上， 公开成绩榜会带来 ‘群体
效应 ’， 一定程度上起到激励作用 。”
吴霓告诉记者， 高中生面临高考升学，
掌握成绩的整体情况对于报考志愿以
及激发学习动力会产生促进作用。

吴霓认为， 学校的评价体系应该
多元化， 在学业之外， 学生的动手能
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兴趣爱好等
方面都是诸多衡量标准之一。 这样一
来， 即便 “公开放榜” 也不会给学生
造成太大压力。 吴霓表示， 学校也可
以采取与学生私谈、 给出分数范围等
做法， 由老师引导学生下一阶段的努
力方向。 摘自 《环球时报》

公布学生成绩，
是激励还是刺激？

贵州毕节市赫章县白果街道石板
河村是个贫困村， 过去只能靠一条悬
崖上的羊肠小道通往村外 。2000年至
2003年， 石板河村村民从村旁的川沟
大岩上开凿一条长700多米的挂壁公
路， 这条通村路于2016年经过硬化变
成一条约4.5米宽水泥公路。 今年50岁
的黄启富当年全程参与了挂壁公路的
建设， 建成后他就开始了义务管护这
段公路，十多年如一日从不间断。

贵州赫章绝壁护路人
十多年如一日从不间断

期末考试正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 让很多学
生苦恼的不仅是考前复
习， 更是考试后的成绩
大排名。 近日在网络上
出现一个热点话题———
从小学到大学， 很多人
都经历过 “成绩放榜”。
不少人认为， 成绩放榜
是对学生的一种恶性刺
激， “这应该是属于个
人隐私”； 也有人认为，
这保证了成绩的公开透
明， 同时也是对学生的
一个激励。 实际上， 不
少国外教育系统也因是
否应该公开成绩产生争
议， 很多学校用另类的
方式让学生明白自己目
前的排位。 有教育专家
认为， 成绩放榜在学生
成长的不同阶段有不同
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