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网址：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于 2021年 1月 6日 10时起至次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 550号 17C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 466.48㎡)，及地下车
库第 61号车位。

二、信息查询：

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卖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址：sf.

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三、法院拍品情况咨询电话：15861878758

法院网上参拍技术咨询电话：0519-69801587

法院监督电话：0519-69801526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

司法拍卖公告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原特约检察员、 原人民监督员、 上海财
经大学原会计学系外国会计教研室主任、 知名西方会计学者钱嘉福教授， 因病于2020

年11月27?在上海仁济医院不幸逝世， 终年92?。 先父一生治学严谨、 著作无数、 淡
泊名利、 平易近人。 现恪守遗愿， 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追悼会， 后事一切从简， 举行简
短家庭告别。 在此， 谨向先父治疗期间的医务人员、 不断慰问关怀的所有领导、 同学、

学生及亲朋好友致以诚挚的感谢， 特此讣闻。

子 钱伟志 媳 王蓉 孙女 钱奕多
女 钱蕙青 婿 陈智晏 外孙 陈斯凡

外孙媳 许佩佳
重外孙 陈熠楷

女 钱蕙春 婿 蒋伟忠 外孙 蒋文捷
泣告

讣 告

2020 年12月3日

■本报记者 郑蔚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本报记者 姜澎

考试“指挥棒”变了，会带来哪些影响
从选拔性评价进阶为增值评价，继而为学生、学校带来增值

考试， 尤其是重要考试， 一向被

认为是教学评价或人才选拔的工具。

中共中央、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 《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 提

出 ， 要改进结果评价 ， 强化过程评

价， 探索增值评价， 健全综合评价。

和 “以分数论英雄” 的传统评价

不同， 所谓 “增值评价”， 即是以学

生的进步幅度来评价学校。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近日举办的主

题为 “新时代考试制度改革与评价”

的 2020 学术研讨会上透露了一组数

据： 根据上海 2014 年至 2016 年的三

年中考成绩以及对应的 2017 年至

2019 年的高考成绩 ， 进行大数据分

析后发现， 不同的学校对学生的增值

作用不尽相同。

数据显示， 单以学生入学时的高

利害考试平均分来看高中三年的教育

增值会发现， 排名前 15 的学校几乎

都是大众心目中的名校； 而如果考虑

招生政策对生源结构的影响， 排名前

15 名的学校就会有巨大的改变 。 简

言之， 这些学校并没有特殊招生政策

的支持， 所招学生的中考分数更低，

但是通过三年高中教育， 增值更多。

研讨会上， 学者热议的一大话题即

是： ?下的教育评价， 如何从传统的选

拔性的评价 “进阶” 为增值评价， 继而

对教育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一味以 “提分”为
目标，学校和学生将陷
入高度同质化

教育评价本身就是一门科学， 尤其

是高利害的考试， 如果评价功能发挥出

色 ， 就能起到真正的 “指挥棒 ” 作

用———引导教育不断改进， 为学生、 学

校和教育本身增值。

“教育增值， 需要通过教育评价的

改革来实现。”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

郑方贤直言， 教育评价要实现增值评价

的目标， 才能为推动学校发展以及教育

质量提升提供可能性。

因为， 评价方式本身就体现了价值

判断。 ?高利害考试的评价标准是诸如

考试分数、 “清北率” 这样的目标时，

那么评价就会注重分数的提升； 要实现

真正的教育增值， 则需要对评价标准和

内容进行重新设置。 否则， 学校的发展

动力很容易变成 “收割” 高分学生， 发

展目标则倾向于通过教育为学生 “提

分”， 而不是更全面地为学生、 学校乃

至整个教育 “增值”。 一旦如此， 那将

会陷入一个循环———好学校招好学生、

取得好的升学成绩， 并获得更多资源支

持以及更多好生源———最终的结果， 就

是学校和学生的高度同质化发展。

改变这一现状， 真正破除教育评价

的 “唯分数 、 唯升学 、 唯文凭 、 唯论

文、 唯帽子”， 也正是高考改革启动的

初衷， 也是新高考承担的期待。 不过，

郑方贤也坦言， “就目前的考试来说，

如何将综合素质培养以及学生在学校期

间的成长过程纳入教育评价， 并在增值

评价中体现， 仍然是巨大的挑战。”

教育评价与教学
过程不一致，会增加学
生负担

研讨会上， 不止一位专家提出要推

动教育评价的教育增值作用， 必须要加

大教育评价与教学过程的一致性研究。

“如果教育评价与平时的课程教学

实施缺乏一致性， 那就会使学生涌向培

训机构， 通过课外培训来完成学业与教

育评价的对接。” 在市教委副主任倪闽

景看来， 教育评价如果以分数为标准，

但课程实施又是以增值为指向， 那学生

必然会通过培训机构来补齐缺失的一部

分， “这不仅增加学生的学业负担， 对

于教育本身来说， 也不可能发生增值”。

以高中课程为例， 不同学科的教学

和考试难度， 如何结合学生课程学习的

负担进行合理设置， 需要教育评估机构

在学校课程教育基础上进行研究。 “这

对教育主管部门及教育评价机构来说都

是巨大的挑战。” 湖南师范大学测评研

究中心主任杨志明说， 一些发达国家的

经历就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比如， 美国高中的 STEM 课程， 每

一门课程的难度设置都很高， 甚至直接

与大学课程对接， 如果学生全部都学，

那么负担势必非常重， 因此这些课程是

选择性的。 但也正是因此， 人性中趋易

避难的特点被放大， 这从长远来看， 势

必会导致人才培养的不均衡， 国家人才

储备受到影响。 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相

对较好的高中只有 71%的学校开全了

STEM 课程， 而只有 16%的高中生数学

和科学达到了良好水平。

还有学者提出， 如果教育评价指向

增值， 那么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 以现

在的教学体系， 如何避免优等生的 “天

花板困境” 和一般学生的 “刷题提分”，

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下的教学体系中该如何为优秀的

学生提供更多上升空间？ 据悉， 一些发达

国家的中学尝试了大学先修课程来解决优

秀学生在学校提升空间不足的难题。 但对

于学业水平一般的学生， 要避免他们 “刷

题提分”， 同时又要让那些创新人才能脱

颖而出， 则是目前教育界面临的难题。

更 科 学 的 教 育 评
价， 需应对技术与人才
的双重挑战

部分学者认为 ， 要真正实现增值评

价， 那么诸如目前的中考、 高考等高利害

考试就不应该仅仅关注结果， 而是应该更

关注过程。 而新高考方案实施至今， 学生

成长和发展的过程性评价如何更好地体

现， 从实践看， 目前既面临技术层面的挑

战， 也遭遇人才层面的挑战。

“教育评价的科学性远超我们想象，

绝对不是出一套考卷、 根据考分排名这么

简单。” 杨志明直言， 相对于技术发展来

说， 教育评价与新技术的融合仍显落后。

“一些海外测评机构对考试的科学研

究以及技术支持已非常深入。 比如， 人工

智能现在可以批改作文、 测评口语， 即便

是主观题的分步计分， 也能够通过数学模

型来推动人工智能参与测评。” 杨志

明说， 现代教育评价需要大量的科学

和技术的支持 ， 而非仅凭经验的工

作。 再比如， 部分人推崇建立题库。

但是 ， 一个千道题的题库 ， 最多 20

个人参加考试就可以 “掏空”， 更不

用说题库中题目的难度设置、 根据答

题人的水平不断调整推送等， 都需要

专业支持。

除了技术， 人才也是教育评价探

索教育增值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科学

的教育评价必须要有命题研发团队、

测评分析团队、 信息技术团队、 管理

服务团队等。 “即便是师范类高校，

目前也没有专门的测评人才的培养，

大多数相关人才的培养都 ‘藏’ 在教

育学专业或者是心理学专业的心理测

量方向。” 杨志明说， 即便是这些人

才， 离真正的教育测评专业人才也有

较远的距离。

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建议， 要加强

教育评价行业标准、 学术标准和管理

标准的建设 ， 要加快专业队伍的建

设 ， 探索将学生的学习成果分为认

知、 非认知的， 心理、 行为等类型并

纳入增值评价体系。 未来这些评价体

系甚至将影响到教育资源的分配， 从

而进一步改善教育生态。

视点 广告 ｗww．whb．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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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械手”精准操控嫦娥“挖土”

敲击、钻取、封装、对接等环节，每一个动作都精至毫厘
在嫦娥五号月球之旅肩负的五个

“首次” 中， 首次月面自动采样是最

受关注的举动之一。 要在 38 万公里

之外的星球上取 2000 克土， 除了要

安全准确着陆月面， 着陆器上的机械

臂和钻头必须协同配合， 每一个步骤

都要精至毫厘———敲击 、 钻取 、 封

装、 对接转移等环节， 每一个动作都

离不开上海 “机械手” 的精确控制。

嫦娥 “挖土 ”，道
道关后有电机

嫦娥五号探测器自动采样任务采

用表钻结合、 多点采样的方式， 设计

了钻具钻取和机械臂表取两种 “挖土”

模式。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21研

究所研发设计师李雨告诉记者， “加

载电机” 为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在

钻取月壤时推动钻头前进提供动力。

钻取过程中， 遇到大块坚硬岩石

怎么办？ 原来， 钻头还自带一个 “锤

子” 电机， ?下探遇阻时， 它能为钻头

提供敲打动力 ， 敲碎石块 。 采样完成

后， 装在着陆器顶部的 “整形电机” 会

将采集到的月壤从月面提起， 并装入上

升器中的密封封装装置。

密封封装装置配备了一个带位置反

馈和丝杆的减速步进电机组件， 这是确

保月壤密封封装并安全返回的关键部

件———在月壤装入前 ， 负责打开密封

盖； 待月壤放进来后， 再把盖子密封盖

牢， 让它免受污染。 该组件产品是航天

工程首个高度集成的轻小型化电机组件

产品 ， 体型十分小巧 ， 重量仅 400 多

克， 但可输出不小于 550 牛的轴向力，

可将密封装置可靠密封。

采集完的月壤样品又该如何被带回

地球呢？ 21 所研发设计师王永艳介绍，

?载有月壤样品的上升器与轨道器对接

时， 三台电机驱动三个抱爪同时将上升

器 “抱住”， 只有三个抱爪保持极高的

动作连贯性和一致性， 才能完成这一对

接任务， 从而将样品转移到返回器。 样

品成功取回后 ， 则需要关闭返回器舱

盖， 无刷直流电动机是确保舱盖成功关

闭的动力源。

电机还承担着嫦娥五号任务全景科

学目标探测和月面采样工程摄影师的职

责。 在采样过程中， 电机操控全景相机

角度， 协助表取采样任务的执行。 待着

陆器上弹出一面小国旗， 电机将通过人

工智能控制相机调整到最佳拍摄角度，

定格下这历史性时刻。

挑战极限，让更小
“身躯”爆发更大力气

嫦五探测器对电机的新要求———用

更小更轻的电机使出更大的力气。

承担钻头装置动力源的 “加载电

机” 和 “整形电机” 是决定采样能否成

功的关键部件。 可?李雨看到设计要求

时大吃一惊， 根据发力与重量的多项指

标， 目前设计重量已是步进电机设计的

极限， 但嫦娥五号要求在出力不变的情

况下再减重 350 克。

既然传统设计思路已到极限， 不如打

破常规采用全新结构。 李雨通过计算提出

了将原设计方案中定子 8 个大极对称均布

的结构改成 4 个大极非对称分布结构的方

案， 采用新结构后， 电机的力矩比常规电

机提高了 30%以上。

要为探月航天器做电机， 需要考虑的

因素还有很多， 比如月尘。 由于月球上的

重力只有地球的 1/6， ?钻头开工时， 会

有更多的月尘扬起并滞留空中， 如果电机

的密封性不好， 灰尘就会 “无孔不入”。

“每个研发环节都容不得一丝疏忽。”

承担 “锤子” 电机设计任务的程远说。 一

开始， 用户提供的外接口电机无法满足防

月尘要求， 她与团队设计了一套密封性更

好的方案， 但要花费更多精力做各种

可靠性试验。 为确保万无一失， 他们

连续加班 300 天， 终于完成了任务。

深空探测首次大
规模使用无刷电机

在嫦娥五号任务实施中 ， 21 所

为月球探测器提供了 5 个类别 、 16

款产品， 其中 3 款产品用上了直流无

刷电机， 这是我国在深空探测中首次

大规模使用无刷电机 。 相比步进电

机， 无刷电机可在整个转速调节范围

内任意点稳定运行， 实现高速运转、

低速大转矩输出 。 比如在取土过程

中， 万一遇到岩石可使出浑身力气，

将岩石粉碎。

此次对接任务中的抱爪驱动， 就

大胆采用了无刷电机 。 王永艳解释

说 ， 三个抱爪不一致性要小于 2%，

而在一般情况下 ， 不一致性小于

10%就被认为是合格的。 为确保无刷

电机稳定 “上天”， 21 所做了大量基

础研究， 从各方面验证了其可靠性。

对话行星地质学家：“月球采样”那些事
嫦娥五号探测器正按计划开展月面采样工作

嫦娥五号是我国探月工程最复杂、

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12月2日4时53分，

探月工程嫦娥五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

体完成了月球钻取采样及封装。 截至发

稿时，正按计划进行表取采样。人类已经

有四十多年没有从月面采集月壤和月岩

了，“月球采样”究竟有何意义？记者近日

采访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行星地质学

教授肖龙。

“无人采样 ”计划在月球
采样2000克

文汇报：在社会高度关注“嫦五”的

同时， 很多读者第一次听到 “行星地质

学” 这个词， 请先介绍一下，“行星地质

学”研究的是什么？

肖龙： 行星地质学是行星科学的一
部分。1969年7月“阿波罗”月球采样返
回之后，提供了研究月球的实际材料，再
结合大量遥感探测数据的研究， 开启了
行星地质学学科。

现今， 行星地质学的研究对象包括
了所有有岩石表面的天体， 包括行星和
卫星、小行星等。行星地质学研究月球、

火星等类地天体的地形地貌物质组成、

构造变形，以及形成和演化历史。通俗地
说，行星地质学就是研究月球、火星等星
球它们长什么样子，是什么物质组成的，

又是怎么形成的等等。

文汇报：取回这2000克月壤月岩，有

哪些重要意义？

肖龙： 月壤是月球岩石经过数十亿
年的空间风化后形成的， 包含不同粒度
的岩石碎屑、撞击熔体碎屑、火山玻璃和
各种角砾岩， 还有太阳风注入的各种粒
子等。因此，科学家可以通过研究月壤中
不同的组分， 来获得原始月球的物质组
成、外来物质、形成时间等重要信息。研
究月球的土壤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早期
太阳活动情况， 从而为了解地球早期经
历的相关地质过程提供参考。 从我国的
行星科学来说，将利用这些宝贵的样品，

为认识月球开展深入的研究。 其科学成
果和不断进步的工程技术， 也有助于将
来的载人登月和火星、小行星探测任务。

打开月壤月岩里深藏的秘密

文汇报： 为什么我国首次取月球土

壤岩石就采用钻探的方式？ 是不是地表

以下的岩石蕴含着月球和太阳系更多的

信息？

肖龙：钻探采样，就是想获得从表面

到地下一定深度的样品。 月球的月壤从表
面到深部，其物质组成、粒度等性质有很大
差异， 不同深度的月壤记录的月球科学信
息也有所差异，因此需要获得地下的样品，

而且要连续，保持原始的层理信息。这些样
品中包含有太阳风和宇宙射线与月岩相互
作用的产物， 因此对于了解太阳的活动历
史也是很重要的。

文汇报：有报道说，取回月岩有助于弄

清月球何时停止火山活动，弄懂“月球何时

停止火山活动”有多重要？如果月球还未停

止火山活动， 是不是可以说月球的内核还

是“热”的，月球就还没有“死去”？

肖龙：与地球类似，火山和地震等是月
球最直观和最重要的地质活动现象。 根据
“阿波罗”的样品研究，发现月球上的火山
岩年龄都老于30亿年，因此科学家推测月
球的生命在那个时间就停止了。 但后来的
研究发现， 月球还可能有一些更为年轻的
火山岩。 如果这一解释能够得到样品数据
的支持，就会改写我们以往的认识。

文汇报： 如果月球不久前还发生过火

山喷发和月震， 会不会影响将来人类在月

球上建立基地？

肖龙：我们所说的“年轻”火山活动也是
十几亿年之前的事情了，那时地球上还没有
出现高等生命。科学家没有发现月球上有活
火山，因此不会对建立月球基地有影响。

形成1?米厚的月壤至
少要上千万年

文汇报：科学家对月球的研究，是

不是会带来我们对地球生命起源的新

认识？

肖龙： 对于探索地球的生命起源
来说， 研究月球无法给出直接答案，

但是有些现象和事实可以帮助我们分
析生命起源的可能性。 一是月球上分
布有无数的撞击坑， 这些撞击事件，

可以将月球上的岩石撞碎， 并以极快
的速度飞出月球引力区 。 同样的原
因 ， 我们在地球上也找到了不少的
火星陨石 。 这说明太阳系不同天体
的物质可以通过撞击溅射相互交换。

因此 ， 不排除早期地球的生命物质
是来自其他天体的可能性 。 另一方
面 ， 地球和月球之间的潮汐作用 ，

也可能为地球海洋生命登陆提供了
可能。

文汇报： 土壤学家说， 在地球上

形成1厘米的土壤， 要100-1000年的

时光。 您认为在月球上， 如果产生1

厘米的土壤， 要多少年呢？ 是不是因

为月球表面没有有机物， 所以土壤形

成时间要长得多？

肖龙 ： 从岩石转化为土壤的过
程， 称为风化作用， 月球上缺少化学
风化和生物风化 ， 只有物理风化作
用。 从岩石形成土壤的过程经历了陨
石撞击破碎、 太阳风和宇宙射线的照
射、 极大的温差不断使得石块碎裂变
成小颗粒、 最后形成粒径不到一毫米
的月壤 。 科学家通过不同的模型计
算， 其结果相差很大， 但形成1?米
厚的月壤至少也要上千万年。

上图： 在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拍摄的落月后的嫦

娥五号探测器。

左图： 嫦娥五

号探测器着陆器和

上升器组合体着陆

后全景相机环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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