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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跟国际接轨少和升学挂钩
新华社记者 胡浩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1
2日
语考试对接事宜与有关国家的教育
正式发布。这个被称为英语“国标” 考试机构达成协议，为我国的英语等
的量表有望成为评测我国英语学习
级标准及考试得到国际认可奠定了
者能力的一把“标尺”，实现英语教学
良好基础。接下来，有关方面应以量
和测评“车同轨、量同衡”。若确能建
表发布为契机，在推动我们的英语
成标准统一、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 “国标”与国际接轨、并轨、同轨上多
育、为国内外广泛认可的评测体系则
做努力。
甚为可喜。但同时要防止英语“国
需要警惕的是，英语能力考试切
标”变成为下一个
“奥数”
。
不可与“小升初”等挂钩。众所周知，
发布英语“国标”的目的在于立
全民学奥数的风潮之所以屡禁不绝，
足国情，对接国际，改变现有考试不
其根源就是个别地方和学校将考试
全面、不系统、不衔接的局面，建立具
结果与升学、分班挂钩。而几年前，
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准、功能多元的
一个初衷为满足人才市场英语能力
外语测评标准和考试体系，更好地服
鉴定需求的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却因
务于科学选才，服务于外语教育教学
与“小升初”挂钩，而变得日趋低龄
发展。
化，甚至成了“童子军大战”，给中小
此前，教育部已先后就《中国英
学生带来沉重负担，直至教育主管部
语能力等级量表》与雅思、托福等英
门将其与升学脱钩，这一考试才迅速

降温。
对 英 语 能 力 的 评 测 ，一 旦 被 招
生、升学绑架，就会变味。一旦英语
能力等级考试与升学挂钩，孩子们必
定早早备考、反复应试，盲目追求那
个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在学段和年龄
段要求的最高等级。这与青少年成
长和教育规律背道而驰，也会影响孩
子在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的平均发
展。
作为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的
重要内容，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和英语能力等级考试应当多以提升
能力为目标，解决考试标准各异、教
学与测试目标分离等问题，多跟国际
接轨，少和升学挂钩，不能给孩子们
的书包增加新的重量。

漫说

就事论事

二手烟谋杀
并非危言耸听
马涤明

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由国家
癌症中心发布的 2018年全国最新癌
症报告显示，每分钟有 7个人被确诊为
癌症！首位是肺癌。肺癌新增病例
中 ，不 吸 烟 的 女 性 比 率 正 在 大 幅 上
升。而在外源致癌因素中，最容易想
到的是：二手烟。我国是全世界二手
烟问题最严重的国家，超过 7亿女性和
小孩，在家里和公共场合，都长期是二
手烟受害者。
（
《科技日报》
）
“ 二 手 烟 谋 杀 ”，更 不 能 当 笑 话
听。烟民要有烟德意识，二手烟民要
觉醒权利意识，国家也有必要像重视
雾霾那样重视“二手烟雾霾”问题，用
一切必要手段应对
“二手烟谋杀”。

“吸引”
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
者先树木。改革开放 4
0年来，
通过政策鼓励为主的吸引外
资方式，中国蜕变为全球最具
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过去 5年间，引进外资措施再
升级，从注册审批制改备案制
到削减限制性投资措施，投资
环境持续改善。外企创造了
我国近一半的对外贸易，外资
亦从“中国号”快车上分享到
巨大红利。合作共赢、美美与
共为“中国引资样本”写下鲜
明注脚。
新华社发 程硕作

新闻点点评

新闻：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手机网
游的发展带来育儿新难题。浙江大学
研究人员近日研发出一种新软件
i
Ca
r
e
，该软件可通过手势操作识别使
用者是成人还是儿童，从而帮助解决
智能手机时代“熊孩子”沉迷手机的难
题。但目前算法仍有改进空间，区分
青少年手势是难点。
（
《新京报》4月 13
日）
点点评：手痛医手？

公务卡乱象应该根治
一事一议

当代艺术
不宜强行嫁接非遗
张魁兴

从“精卫填海”传说到剪纸、刺
绣技艺，
“ 非遗”频频嫁接当代艺
术。一度给人留下“深奥晦涩到不
可理喻”印象的当代艺术，如今正
大踏步尝试拉近与公众的距离。
在不少展场，当代艺术作品披上了
“非遗”的外衣——从人尽皆知的
“精卫填海”
“愚公移山”传说，到剪
纸、刺绣乃至皮影戏，不一而足。
（
《北京日报》
）
“非遗”和当代艺术需要不同
的解码，只有两种解码有共同点或
相似点，才能嫁接或粘合在一起，
否则就没有嫁接或粘合的可能性，
就有糟蹋“非遗”和当代艺术的嫌
疑。

许昔龙
近日《华商报》披露了某银行客
户经理孙某违规办理公务卡给国家
造成 1
0
0多万元经济损失，后银行向
公安机关报案未遂的事件。公务卡
是响应国家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改革，
提高支付透明度，
加强财政监督
的一项举措，
是由公职人员持有，
主要
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
的信用卡，前述媒体这篇详细的报道
折现出了银行办理公务卡乱象丛生。
当事人孙某原是银行的一名司
机，后被提拔为客户经理，其实主要
工作就是为银行拉储蓄办卡，一年要
完成 8
0
0张储蓄卡任务，平均每日至
少要为银行办理 2张储蓄卡才算勉
强考核过关，后银行又指派给其办理
公务卡的任务，于是便想出让其妻子
参与帮助开展办卡业务，主要思路是
办理公务卡的时候，再顺便让对方办
理储蓄卡，一举多得。
由于一味地追求业绩，孙某在实
际操作时将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客户
办理了公务卡，结果显示其经手的

1
3
6张公务卡中有 1
1
2张是违规的，
为
什么这么多不符合条件的持卡人却
能享用公务卡呢？原来银行在审核
时没有严格把关，
让孙某钻了空子，
如
办理公务卡要求银行行长和某公职
人员所在单位的一把手签订合同，在
确定各方身份后，
才能办理，
而这样的
要求对银行却是形同虚设，同时还要
求办卡人要亲自到银行来办理，而孙
某则交给妻子代办，其妻子又转交其
他人代办，
银行对此也是熟视无睹。
银行没有尽到应有的审查义务
导致出错，首先要自我反省并承担法
律责任，如果只是简单地将涉事员工
推向刑事法庭被告席了事，那是治标
不治本。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信
用卡管理法规，利用信用卡进行如恶
意透支这样的诈骗活动，骗取财物数
额较大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所幸
的是，涉案的逾期公务卡卡主在银行
报案前进行了部分还款，去除了恶意
透支的嫌疑，公安机关才答复银行不
以诈骗论处。

新闻：某微信公众号发布《这下知
道黑猫警长单身 3
0年的原因了》一文，
擅自使用经典动画形象“黑猫警长”。
近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认定该科技公司构成侵权，
立即停止侵权并删除这篇公众号，赔
偿上海美影厂经济损失 2万元。
（澎湃新闻 4月 13日）
点点评：被逮住了。

新闻：德媒称，研究人员的一个意
外发现或许能让花友们感到开心，少
量伟哥可以让鲜切花的花期延长多达
一周时间。植物延长新鲜期所需的伟
哥剂量要明显少于人类。仅在每个花
瓶中放入 0
.
5克伟哥，就足以延长花
期。这一剂量约为普通伟哥药片含量
的百分之一。
（参考消息网 4月 13日）
点点评：还是算了吧……

微观点

失信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有没有
“身份”，一旦失信都难逃惩戒，才能塑
造公民对诚信的信任和信仰。
——近期，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
联合公布了多个对严重失信主体开展
联合惩戒的备忘录。
《中国青年报》发
表上述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