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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议老师”经验谈

义务教育要求不能排名
老师实际上经常做不到

“ 上海市确有明文规定，学校不
得为学生成绩排名。”在市教科院普
教所教育心理研究室主任沈之菲看
来，虽然有此规定，但不少家长都存
在了解孩子在班级中排名的需求。

“ 我们必须保护学生的隐私，所
以成绩排名只适合给家长看，因为哪
怕不排名，他们也会打听。”沈主任
称，学校这样做的同时，还需对学生
的学习状况有全面的了解，进而为其
掌握的知识面查漏补缺，培养学生的
学习兴趣。

记者调查获悉，早在2004年11月
25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 上
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第13条
就写明“ 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不
得张榜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名次”。
但是该规定在后续执行过程中，出现
了各种变通或异化的做法。那是因为
老师在促进学生成绩的动机下，会不
自觉地做出这些“ 明知故犯”的事。
正如本报11月28日报道的消息《 打开
孩子作业本“ 倒数第Y名”特刺眼》
的案例所言，“ 老师辛苦地一本本写
字批注，其出发点肯定是好的，只是
方式方法可以更优化。”

高中也不能为学生排名
学校内部发布灵活运用

除了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外，高
中三年相关部门也有要求，不得为学生
成绩排名。嘉定一中校长康定告诉记
者，他们兼顾家长需求，一般会将学生
成绩排名情况与家长做个别沟通。

“ 我们给学生排名是不公开的，
只用于内部教学分析研究。”康校长
说，相对而言，高三学生更在意自己
的成绩排名，因为这对他们高考填志
愿有帮助：知道自己成绩好保持领先
地位，具有激励作用；成绩不好迎头
赶上，又有鞭策作用，为此，学生时常

会自发做一个大致的成绩排名。
对学校而言，内部排名结果会

让他们从学校、老师、学生、家长四
方合力，帮助学生，特别是那些成绩
不稳定，在高考本科、重点本科分数
段上下波动的“ 边缘生”提高成绩。

“ 我们不会告诉他们成绩排名，
但会采取‘ 人盯人’的策略，各科老
师暗中使劲，包括关注他们的情绪、
心理素质等，并加强与家长的沟通，
从而不着痕迹（ 以免增加其心理负
担）地给他们最大帮助。”

成绩好的学生喜欢被排名
建议向家长公布“ 分数段”

“ 学校不排名，学生却有他们获
取的途径。”黄浦区三好中学的校长
丁斌称，一般而言，成绩优秀的学生
更热衷关注自己的成绩排名状况，希
望知道自己目前处于班级乃至全年
级的哪个位置。鉴于部分学生与家长
有如此需求，他建议老师可以用一些
巧妙的方法告知成绩和名次。

而市民余女士向我们曝的料，似
乎印证了丁校长建议的可行性：余女
士的孩子今年念初三，面临升学压
力，学校既不完全公开所有学生成绩
和名次，又不和盘托出，而是采取“ 私
下告诉家长和部分学生分数段”的方
式来让信息所需者自给自足。所谓

“ 分数段”，就是本次考试90分，是可
以排到第7名，85分，可以排到第10
名，80分，可以排到第15名，78分，开
始低于平均分⋯⋯以此类推。

“ 学校对于班级平均分、班级最
高分与最低分，是向来不隐瞒的。家
长向老师了解到这些基础信息，再对
照孩子的成绩，自然知道孩子的成绩
处于哪个档次。”余女士的孩子在校
成绩并不好，但她却自称从未因此而
害怕去“ 听分数”，因为学校的成绩
公布方式很注意保护学生的隐私，又
恰到好处地让家长了解了必要信息，
不妨碍他们在心中为自家孩子在班
里的准确定位。

11月29日，本报报道了关于“ 家
长在孩子面前说老师是非” 的现象，
昨天有读者家长打电话来，分享了他
们对此的看法和亲身经历，给我们提
供了富含正能量的经验之谈，或可让
遇到相关困扰的家长参考。

市民宋先生昨天来电说，近期他
就遭遇过以上案例类似的状况，可他
以其智慧与宽容，抚平了女儿的创伤，
还帮老师树立了在孩子面前的威信。
读小学二年级的妞妞，在课堂上做了
一套数学试卷，老师让他们自己对答
案打分，要求全答对题目的学生举手
时，妞妞没举手，轮到未全答对题目的
学生举手时，她也没举手。这时，老师
不悦地骂了她一句：“ 你有病吧？”

妞妞回家后告诉爸爸，因为她还
没做完题目，不能算对错，故而没举
手。“ 按以前，我可能下意识就骂她老
师了。可是转念一想，她的数学老师
可能也是因为年轻，情绪控制不好，
说了不该说的话，应该并非故意针对

某个人。”于是，他安慰妞妞说，老师
教课太累了，再加上是急于让班级同
学提高成绩，所以不小心说了不动听
的话，妞妞大度些，原谅老师。随后，
他趁家长会，又悄悄找数学老师说明
了当时的情况，巧妙地化解了矛盾。

女儿在徐汇区读小学四年级的
肖女士也来电分享说，她认为老师在
学生心中的形象很重要，特别是对于
尚未定性、还不清楚自己为何而学习
的低龄学生而言，喜欢这位老师就基
本等同于喜欢这门课程。

“ 女儿刚读一年级时，老师就向
我们提了这个问题，所以一直以来我
们都很注意维护老师的形象。”肖女
士说，她也有发现老师为人处事存不
当之处，但她一般是帮着老师说话，
在不混淆是非、客观陈述问题症结的
前提下，告诉孩子，每个人都是不完
美的，有自己的优缺点，对于老师的
弱处，她需要包容与原谅，“ 只有心量
宽大的人，才会生活学习都很快乐。”

女儿遭老师误解回家告状
家长为老师辩护安慰女儿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随着私
家车的发展，沪上各高校大学生中

“ 有车族” 的数量也逐年上升。近
日，上海开放大学联合周边的复旦
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上
海体育学院等五所高校的大学生发
出倡议，共同呼吁“ 有车族”加入

“ 每周少开一天车”的活动中来，为
缓解申城的交通拥堵尽一份微薄之
力。据主办方介绍，参与发起活动和
积极响应的高校学子中有不少是开
车族或打算购置车辆的大学生。

据上海开放大学相关负责人介

绍，仅该校已有近三成的学生开车
来校上课学习，逐年扩增的有车一
族不仅影响校园内的清新空气，还
使得杨浦五角场地区的车流量上升
并妨碍到周边的道路通畅。

而“ 每周少开一天车”的倡议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当天，五所
高校的学生代表一同上台宣读了倡议
书，号召大学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近
百名师生代表庄严宣誓，表示将从我
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做环保的践行
者。之后，数百名大学生在“ 绿色出
行，从我做起”公益环保宣传展板上

签名，共同倡议全市有车族每周五个
工作日中能减少一天开车出行。

不少学生表示，希望更多地关
注和选择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
的绿色出行方式，他们经常关注上
海气象台天气预报，发现“ 空气宝
宝” 的卡通头像连日来均显示出

“ 哭泣流泪”的形象，这正说明了申
城的空气质量状况不容乐观。希望
有更多的学子和市民响应，从现在
起就实施每周少开一天车的计划，
改为换乘地铁、公交出行，让上海的
天更蓝路更畅。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 各族
儿女心向党 感恩献礼十八大”———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民
族班大一学生邓晋前天刚刚参加完
全市演讲比赛，就收到了导师曹开
云的短信：“ 祝贺邓晋同学荣获全市
大学生演讲观摩赛二等奖！你展现
了我校民族班学生的优良品质和亮
丽形象！”一条短短的不足50字的短
信，却发进了刚到上海学习生活不
久的重庆土家族女孩的心里。

“ 听老师们说，这次的比赛是
很高规格的比赛，参赛的选手都是
上海市各高校最优秀的选手。这是
我第一次在上海这个舞台上展示，
我一直很紧张，怕自己做不好。演讲
完收到了曹老师的短信才知道曹老
师一直关注着我！我很感动！”邓晋

说，工程大民族班的学生们一直都
不是孤独在上海，大家来自全国30
多个地区18个少数民族，490多名同
学都有一个共同的家———社会科学
学院，每人都有一位在上海的父
母———导师。

据了解，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有这样一批党员教
师，他们从学生一进学校便和学生
结对，了解学生情况，关心学生学习
生活。社会科学学院目前有36名党
员导师。他们全部都是党员和本科
生导师计划的实践者，学院党总支
书记曹开云就是其中之一。曹开云
指导的学生都是少数民族学生，维
吾尔族的、土家族的、黎族的⋯⋯学
生的喜好、家乡、民族的特点，他都
了如指掌。

今年11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
开。为了迎接十八大，他和学院的老
师一起组织学生赴嘉兴南湖，参观
一大会址。在出发前，曹老师做了满
满当当数十页的讲义，讲党史、讲党
课。他还特别发短信提醒学生，“ 要
先了解背景知识，在红色教育基地，
向革命先辈献礼。”一堂别开生面
的党课让大家受益匪浅，最后班级
同学以一曲“ 歌唱祖国”结束本堂
课程。

一边是歌声余音袅袅，一边是
学生们手中的师生联系手册中记录
下了他们对于南湖之行的感触。曹
开云一篇篇地审阅，也会一个个找
学生聊天，了解他们的思想转变过
程，现在，在他带的学生中，80%以上
的学生都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在老师
的引导下，同学们用手工材料制作
出了蝴蝶从卵到蝶演化的过程，还
获得了许多蝴蝶在自然环境中的生
存智慧。一堂课下来，同学们感觉兴
犹未尽。这是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的一堂探究课。在近日学校
举办的办学特色展示活动中，老师
们设计的动手动脑环节，让课堂变
得生动起来。

在二年级的语文课堂上，《 石
榴》一文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原
来，在老师的引导下，同学们拿出了
提前准备的半只石榴，比较起石榴
是不是像课文里所写的“ 玛瑙般的

子儿一颗颗紧挨在一起”，“ 酸溜
溜、甜津津的”。一堂课结束，周俊
浩同学表示，自己最忘不了把石榴
放在嘴里嚼一嚼的味道，“ 酸溜溜、
甜津津”的，真好吃。顾燕青老师解
释说，《 石榴》中有许多描述性的词
句，老师讲解可能记忆不深，但和真
实石榴一比较，同学们就能理解甚
至记住这些词句了。

如果说语文课上，同学们主要
是知识的接受者，那么在三年级的
探究课上，这里就成了同学们思维
碰撞的课堂。“ 二龄的毛毛虫为什
么外表像粪便”、“ 蝴蝶的触角有什
么作用”，是老师留给学生们讨论

的问题，通过假设，学生们得到了正
确的答案。

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校长李学
文介绍，探究课是学校自主设计的，
它由自然课和福山原有的国际理
解课程合并而来。它采用双语教
学，课堂上由一名外教和一名中教
共同上课，把英语听说融合在课堂
上。内容上，围绕“ 我们是谁”、

“ 我 们 所 处 的 时 空 是 怎 样 的 ”、
“ 我们如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规

划”等六大主题，探究学习历史、
地理、人文、美德和科学等相关领
域，在探究体验的过程中建立积极
探究的创新思维。

大学生“ 有车族”人数逐年上升
五校学子倡议每周少开一天车

“ 党员导师”关怀少数民族学生

让课堂气氛活起来 引导学生动手动脑

五所高校的大学生在向路人分发“ 少开一天车”的宣传单。 受访对象供图

家长VS老师
互相需要体谅

针对本报11月28日报道《 打开孩子作业本“ 倒数第
Y名”特刺眼》，相关法规明文规定，“ 不得张榜公布学生
考试成绩名次”，然而实际上许多学校老师却很难做到这
一点。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希望学生能够知耻而后勇，
或精益求精，但在做法上却有好坏之分，比如11月28日的
那篇案例并不值得我们提倡，而今天我们却要介绍一些
对学生名次更合理、变通的处置方式。 本报记者 罗丹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