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家实业

招 SM74 机长二手、膜切工、折
页工13306502995管

浙江文晖果品有限公司杭州文
晖农贸市场招员工 8 名待遇面
谈 ， 闵 13396553038、 马
13336128898

服 饰 业

聘女装设计总监、主设、兼职设
计师、助理13588386150

婉枫高薪诚聘18768400444
资深设计师、资深版师、直营经
理、拓展经理、店长、网管

营 业 房
出租钱江新城“来福士”52-58
顶层，独立入户大堂，适合银
行、金融机构、企业总部入驻
18757139973

杭州湾大酒店二楼 1350 方出
租（免 餐 饮 、足 浴）联 系 人 ：
13905817287施

延安路邮电路口新商场临街转
角旺铺上下 400 方出租适大牌
形象店13905867630

仓库厂房

拱康路 1200 方场地、1400 方
仓库出租带行车13605702288

小滨江东洲工业园库房（厂房）
出租1300起13336061967

余 杭 仁 和 大 道 旁 厂 房 仓 库
1600 平方配有二吨货梯出租
13588313860全

写 字 楼
杭州市葛岭路 1 号约 700 平方
米办公用房公开招租，报名时
间：2018 年 7 月 10 日前，联系
人 ： 成 先 生 ， 电 话 ：
0571-88909760

收 购
买卖二手注塑机13605896652

公 告

关于杭金衢高速公路衢州段道
路施工的通告：由于杭金衢高
速公路衢州段路面养护施工的
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2018 年
7 月 10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05：30-18：00）期间，杭金衢高
速公路衢州段将采取单车道封
闭、借道通行、主线间歇性管控
和收费站出入口关闭的交通管
制措施。凡途经此路段的车
辆，请密切关注道路施工指示
牌，服从现场高速交警指挥。
实时施工信息请关注 FM93.0
浙江电台交通之声、FM97.5 衢
州交通之声、沿线可变情报板
和收费站入口公告。特此通
告！浙江省公安厅高速交警衢
州支队、浙江交投集团杭金衢
分公司衢州管理处

申请注销登记公告桐庐县人才
资源开发管理办公室拟向桐庐
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2018年6月12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请债权。
特此公告。

声明杭州化工原料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5 日起启用经公安
机关备案核准的新公章、新合同
专用章，原公章、原合同专用章
同时作废。从新公章、新合同专
用章启用之日起，原公章、原合
同专用章所形成的空白凭证或
空白文件一律作废并停止使用，
再行使用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均
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特此声明!

杭州儒杏堂保健食品公司注销
公告股东决定解散债权人接到
通知日起 30 内未接到本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公司清算组申
报逾期不申视其为没提出要
求。

公告：小区外包保洁，秩序服务
招标，0571-87830271钟

招商合作
华艺股份（股票 834477）

有房地产开发用地寻合作另拟
建环保砖厂与气泡砖生产线寻
求有丰富房地产开发经验与投
资的个人或公司合作。
金总18006719900武总13967166994

分类广告 订版热线：0571-85311120 85310536 网络版:www.qjwb.com.cn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18.7.5 星期四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姜赟 电话：85310263 报料：800005086 16

教育·新闻

本报讯 记得一年多

前，杭州某城区的一次期末

考试，因为语文试卷比较

难，就有家长怒打市长热线

12345，引起了社会的广泛

关注。

这两天，又有家长因为

孩子的期末考试，拨打了

12345 投诉。这次不是因

为试卷太难，而是学校不公

布学生的期末分数，家长怎

么也想不通。

期末成绩不公布，家长怒打12345
学校坚持等级评定，校长坦言：这项工作任重道远

“升学宝”调查吸引5000多名家长参与，八成以上想知道成绩

在期末成绩单上，家长们更希望看到分

数还是不想知道分数呢？

昨天下午13点23分，钱报微信公众号“升

学宝”上做了一个小调查，对于“到底期末成绩

能不能知道”这个话题，家长们在留言区讨论开

了。截至发稿，约5000名家长参与调查。

83%的家长希望看到成绩。其中，52%的

家长选择希望看到分数，也想看到等级评定。

而家长们想看到成绩的原因非常一致：

不公布分数，就不知道孩子的程度，也不知道

他在班里、年级里的表现，到了小升初、中考、

高考，成绩依然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有家长认为，不公布分数对于中低等分

数段的孩子更不公平：“低年级学生不知道分

数只知道优良等级，容易让孩子和家长自我

感觉良好，等到了高年级才发现孩子成绩不

够好，就来不及了。”

有家长反问：“小学不讲分数，只用优、良

评定，一到初中分数的重要性瞬间体现，半分

都足以影响年级排名。这让孩子们如何快速

转变，让家长们如何快速转变？”这位家长觉

得，等级排名完全不如成绩和排名细化程度

高，更是与初中教学模式大大脱节。

有的家长表示担心：“没有分数，更加不

公平，你怎么能保证优良中的评定究竟依据是

什么，究竟会不会有老师个人喜好在里面？”

有家长建议，想要保护孩子不受成绩、排

名所累，可以把成绩、排名私下发给想要了解

的家长，让家长做到心中有数。“既然考都考

了，为什么不能知道成绩？那又怎么能知道

错在哪里？需要怎么提高？其实学校不以分

数论是可以的，不需要公开发布成绩，如果有

的家长想知道，那么就私下问老师，如果家长

不想知道，就不用问，老师也不用说。”

更有家长指出，想要真正帮助孩子查漏

补缺，就应该连试卷一齐发回：“查漏补缺也

可以有方向，啥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个优秀或

者良好的结果，这么模糊，怎么给孩子科学合

理地规划接下去的学习呢？都说教育要适合

的才是最好的，可连孩子起点在哪里都不知

道，怎么知道制定的目标适合不适合呢？”

也有不少家长认为不能以分数论英雄，

但是“这位校长的想法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

的。谁都想用等第评定替代唯分数论，但只

有几所学校这样又有何用？上初中看分数，

上高中看分数，上大学依然看分数。更希望

我们的教育体制多元化！也希望唯分数论能

越来越没市场。”

应不应该知道分数，家长讨论得很嗨
本报记者 梁建伟 本报通讯员 杨希林

在采访中，凤凰小学从校长到老师，对严

格执行“不向家长公布孩子分数”态度坚决，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符合教育规律、促进

学生健康成长的科学评价方式。

“拯救孩子，不唯分数，使命必达。”在缪华良

看来，不公布学生的期末分数，是淡化分数竞争，

注重多元评价的一种科学的评价方式，可以减少

学生间的横向比较，不再出现分分计较的现象。

该校五年级班主任郑老师告诉记者，去

年开始实行这项举措后，部分家长是不理解

的，期末考试结束后，微信上都是来问考试成

绩的。“我不会说具体的分数，但会告诉家长，

孩子这次考试错在哪了，比如语文的作文是

薄弱环节，跟家长分析失分背后的原因，让家

长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做。”

中高考的硝烟还没有散去，大红喜报还

在眼前，一个个分数在所有的家长面前跳动

着。分数至上存在这么多年，短期内，的确也

不是一两所学校行动了就可以改变的。记者

采访发现，高年级尤其是五年级的家长最热衷

知道孩子的分数，而低年级尤其是一二年级的

家长显得淡定了很多，原因很简单，小升初。

杭州市的“小学生等级制学业评定方案”已

经下发了20年，为什么多数学校还是没有把分

数和等级的关系处理好，就是因为“知易行难”。

其实家长们也都想让孩子跨出分数的怪

圈，但谁又敢冒险呢？这是一个从头（大学）到

尾（幼儿园）的事，如何从分数制向等级制转

换，但又能做到公平公正，满足家长对教育的

期待，同样也值得教育者深思。

改变分数至上，任重而道远

留言板

记者手记

本报讯 昨天，杭城中小学举行休业式，发放学期成绩

单。而杭州凤凰小学收到一条投诉：因学校不公布期末成绩，

家长怒打市长热线12345。

记得一年多前，杭州某城区的一次期末考试，因为语文试

卷比较难，就有家长怒打市长热线12345，引起了社会的广泛

关注。

虽然这次投诉也是因为期末考试，但不是因为试卷太

难。投诉人是这样说的：“我们五年级所有的学生都不知情自

己语文、数学、英语的分数，而全区其他学校的五年级学生都

知情，已和老师反映，告知是校方规定，我不认可，要求给予合

理解释并答复。”

昨天，当这条投诉转到凤凰小学时，校长缪华良表示，不

会因为家长的投诉而改变学校的做法，“不公布期末分数”这

一条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

缪校长在接受钱报记者采访时说，学校在2017学年定下

了一条铁律：任何一位老师不得将分数告诉学生及家长，也不

能在校内相互公布，分数只是对学生等第评价的一种参考与

转换方式。

这条铁律确定下来后，由学校教导处严肃纪律，全体老师

一起配合，两个学期下来，老师们顶住了压力，拒绝了各种形

式打探学生分数的现象。

“上学期平安无事，本以为这学期也会风平浪静，想不到

现在就收到了这样一条投诉，看来这项工作任重道远啊。”缪

华良很感慨。

学校目前还没联系上打12345的这位家长。

对于这位家长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很多学校都让家长

知道孩子分数，凤凰小学却不公布？

“我们不公布学生分数，是有依据的。”缪华良说，早在

1998 年，杭州市就下发了《杭州市小学生等级制学业评定方

案的通知》，上城区从1998年起作为杭州市的试点城区，就着

力改革学业评价制度，推行小学生取消分数，实行等级制学业

评定。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小学在期末成绩报告单里不写分数

已成为一种常态。

一所知名公办小学校长说：“我赞成凤凰小学的做法，学

校不能为家长的焦虑推波助澜。”不过她承认，凤凰小学做得

比较彻底，“我们不会主动向家长公布孩子的分数，但也不禁

止家长私下询问。要不要把分数告诉家长，决定权在班主任

那里。”

杭城另一所公办小学是这样子做的，成绩报告单上是等

第评定，但班主任会给每位家长发短信，告知孩子期末考试各

科成绩、错题以及在班级大致排名。这位校长表示：“与其家

长一个个来问，不如让老师主动告诉他们，但每个家长只知道

自己孩子的情况。”

期末成绩不公布，家长怒打12345
学校坚持等级评定，校长坦言：这项工作任重道远

“升学宝”调查吸引5000多名家长参与，八成以上想知道成绩

关注

“升学宝”

参与讨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