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7天下2015年8月20日 星期四 编辑：张文 美编：晓莉 组版：庆芳 <<<<

他他们们在在““ ””个个性性

BBC中英教育纪录片完结

中式教育班平均分

比英国班高10分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９日电 英
国广播公司（ＢＢＣ）电视二台近期
播放了一部三集的纪录片，以近乎

“真人秀”的表现形式，探讨中英教
育之间的差异。节目里中国老师的
教学方式、英国学生的课堂反应、师
生之间的磨合与碰撞，引发了中英
两国民众的强烈关注和热议。

在１８日播放的第三集大结局
中，由五位中国老师所带领的班级
在考试成绩上更胜一筹。数学、中文
和科学三科考试成绩对比，以中式
教育的班级学生要比英式教育的班
级学生每科平均都高出１０分。

单纯从考试成绩就对中英教
育的优劣下定论过于简单，意义不
大。对于此次中英教育差异的对比
试验，大可不必纠结于评判哪种教
育方式更加高明。我们既要看到中
国教育注重学生基础知识学习的
优点，又要借鉴英国教育注重学生
实践能力的特点，相互吸收对方好
的经验，这样才能使教育得到更好
的发展。

据新华社消息 英国《经济学
家》信息部最新公布２０１５年全球宜
居城市排行榜，澳大利亚墨尔本第５
次蝉联榜首。由于战乱，叙利亚首都
大马士革沦为最不宜居的城市。

中国城市过去一年出现逆袭之
势，７座城市排名都有所上升。报告
说，这“主要归因于较低的内乱威
胁”。其中，北京排名前进５位，排第
６９。而且，在全球宜居度改善最大的
１０个城市中，北京占据一席。

香港排名第４６，领先主要竞争
对手新加坡3个名次。报告显示，受
去年集会游行等拖累，香港的宜居
度下降３.２％。尽管如此，《经济学
家》信息部编辑乔恩·科普斯泰克认
为，香港仍称得上一流的宜居城市。

科普斯泰克说，香港去年的集
会大都是和平进行，生活各方面受
到的限制很少，“而在全球其他一些
地方，情况不是这样。动荡不安影响
了许多城市的排名”。

报告还提及，２０１２年时，主要因
大规模反日情绪引发不安因素，中
国城市宜居度出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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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昂山山素素季季

为为大大选选““合合纵纵””

俩人会面一小时

美联社报道，缅甸联邦
议会18日复会，召开11月大
选前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
议吴瑞曼面临着将议员弹
劾法提上议程的压力。该法
被认为为弹劾吴瑞曼而设。
路透社称，昂山素季18日在
议会对记者说，“现在很清
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民
盟将和朋友站在一起”，但
她未说明将如何合作。

对于吴瑞曼遭解职一
事，昂山素季称，“那晚发生
的事情，并非你所期望的民
主制度下会发生的事”。

缅甸执政党巩发党总部
12日遭安全部队包围，吴瑞
曼在巩发党内的主席职务被
解除。目前他仍保有联邦议
会议长兼人民院议长、巩发
党国会议员的职务。

路透社报道称，一名匿
名的巩发党议员透露，昂山
素季17日与吴瑞曼进行了一
小时的会面，不知道两人的
会谈内容。美联社认为，会谈
内容可能是近期发生的政坛

剧变及其潜在影响。

执政党内讧有利于民盟

吴瑞曼曾公开支持与
昂山素季合作，并在部分重
大议题上与军方意见相违。
今年6月，吴瑞曼允许国会
进行修宪投票，这项修宪动
议如果通过，身为外国人妻
子和母亲的反对党领袖昂
山素季就可以参选总统。最
终这项动议在军方的反对
下未获通过。

路透社认为，吴瑞曼与
昂山素季的联系引发巩发
党一些成员猜疑，这也是他
被解职的原因之一。昂山素
季称，巩发党内讧可能会对
民盟有利。

缅甸11月将迎来大选。
法新社18日称，针对近日发
生的种种变化及传闻，缅甸
政府正试图打消人们的疑
虑。政府在官媒《缅甸环球
新光报》发表声明称，吴瑞
曼的解职是“正常程序的一
部分”，并重申“政府将无条
件接受大选结果”。

（宗禾）

她她们们在在 政政事事
美国白宫１８日宣布，已聘

用变性人员工拉菲·弗里德曼
－居斯潘出任白宫办公厅外联
和招聘主管。她由此成为首位
在白宫工作的公开自身变性人
身份的官员。

缅甸最大反对党——— 全
国民主联盟(民盟)总书记昂山
素季18日暗示，民盟将与遭解
职的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
党(巩发党)主席吴瑞曼结盟。

反映奥巴马政府价值观

白宫高级顾问瓦莱丽·
贾勒特说，弗里德曼－居斯
潘身上“显现出奥巴马政府
所捍卫的那种领导能力……
她致力于改善美国变性人的
生活，尤其是非白人变性人
和生活贫困变性人的生活。
这反映出奥巴马政府的价值
观”。路透社评述，弗里德曼
－居斯潘获得任命标志着奥
巴马公开支持同性恋、变性
人等权益的最新举动。

美国同性恋、双性恋和
变性人群体的支持者认为，
弗里德曼-居斯潘进入白宫
工作意味着该群体争取权益
的进步。全美变性人平等权
益中心执行主任凯斯林当天
表示，变性人群体进入白宫
具有“必然性”，弗里德曼-居
斯潘的经历将鼓舞更多美国
变性人争取权利。

“她是一个模范人物”

弗里德曼-居斯潘来自
洪都拉斯，成长于马萨诸塞

州布鲁克莱恩市，曾担任美
国国家跨性别人口平等权利
中心政策顾问。英国《独立
报》评价弗里德曼-居斯潘的
移民背景使得这一任命显得
更具里程碑意义。

在供职跨性别人口平等
权利中心之前，弗里德曼-居
斯潘已经在马萨诸塞州创造
了历史。马萨诸塞州众议员
卡尔·肖尔蒂诺说，弗里德曼
-居斯潘是第一位在马萨诸
塞州议会工作的公开身份的
跨性别人士。

“ 拉 菲 是 一 个 模 范 人
物。”肖尔蒂诺在一份声明中
说，“作为第一位在州议会工
作的跨性别女性，她展示出
了领导力和勇气，在她的诸
多贡献中，她帮助跨性别平
权法案获得了通过。”

她“是一个非常聪明、
安静的女性，办事非常周到
和老练”，曾与弗里德曼-居
斯潘合作过的一家人权组
织的政府事务负责人大卫·
斯泰西对美国广播公司说，

“很明显，她喜欢先倾听，然
后才开口。”

据新华社、中新社

卡卡梅梅伦伦被被拍拍到到

坐坐廉廉价价航航班班

普普京京坐坐潜潜艇艇

海海底底探探宝宝

据新华社消息 俄罗
斯总统普京一贯以硬汉形
象示人，开飞机、玩赛车、骑
马、柔道、潜水样样精通。他
１８日与黑海“亲密接触”，乘
坐一艘小型潜水艇深入海
底，一探拜占庭时期沉没的
商船残骸。

普京当天身着一身米色
套装，乘坐一艘三人座的小
型潜水艇潜入濒临克里米亚
半岛的黑海海底。

法新社报道，普京此次
的下潜深度达８３米，目的是
展开一次“探宝之旅”，探索
一艘可追溯至９世纪至１０世
纪拜占庭时期沉没的商船
残骸。

普京对这次“探宝之旅”
似乎显得格外兴奋。按美联
社的说法，他在海底与俄罗
斯总理梅德韦杰夫通过无线
电通信交谈时说，自己希望
这艘商船能够证明俄罗斯的

发展历程，显现出“我们的深
厚历史根基”。

普京甚至遗憾梅德韦
杰夫没和自己一起来：“真
是太棒了，有许多（商船上
的）土罐和其他物品散落
在四周。”

这已经不是普京第一
次深入海底探险。法新社报
道，２００９年，普京乘潜艇潜
入贝加尔湖湖面以下大约
１４００米处；２０１１年，他参观
塔曼半岛考古发掘现场时，
身穿潜水服亲自潜水察看
被称为“俄罗斯的亚特兰蒂
斯”的法纳戈里亚古城水下
遗址，出水时还手拿两件古
陶器，一度引发热议；２０１３
年，他又乘小型潜水艇潜入
波罗的海海底，探索一艘俄
国沙皇时期的沉船。

当被问及在俄罗斯经济
艰难前行的背景下投入资金
在潜水探险方面是否明智
时，普京回答，这次“探宝之
旅”将引起普通民众和潜在
捐助者对俄罗斯地理学会的
关注，以支持这一机构正在
展开的有关俄罗斯国家发展
历程的研究工作。

据新华社消息 英国
首 相 卡 梅 伦 的 一 张“ 偷 拍
照”近期在社交网站上引发
热议。照片中，卡梅伦坐在
廉 价 航 班 座 椅 里 ，大 嚼 薯
片。一些网友赞扬其“接地
气”，另一些网友则质疑他
此举意在“作秀”。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
１８日报道，这张照片由名为
阿什莉的网友拍摄并于１６
日 上 传 至 微 博 客 网 站“ 推
特”。卡梅伦所乘客机属于
易捷航空公司，他当时据信
是从葡萄牙飞往英国。

照片中，卡梅伦身穿黑
色上衣，坐在靠窗座位。他低
着头，拿一大把薯片塞进嘴
里。阿什莉写道：“首相与我之
间的距离只有三个座位，他正
在吃一盒辣味薯片，天啊！”

这张照片随即引发热
议。一些网友对卡梅伦搭乘
廉价航班表示震惊。其中一
人写道：“这怎么可能？居然
不是头等舱。看来，英国情况
真是不怎么样。”

另一名网友“解释”说，
卡梅伦搭乘廉价航班不是
因为英国经济形势欠佳，而

是因为他“抠门”。这名网友
写道：“在他本人付费的时
候，他就会选择廉价航班。
当纳税人付钱时，他都是全
程头等舱。”

还有网友质疑卡梅伦摆
拍，意在“作秀”。一名网友写
道：“拍完这张照片后，他肯
定会立即起身离开。”

这并非卡梅伦首次因
类似事情挨批。今年４月，卡
梅伦为备战议会选举营造
亲 民 形 象 ，与 选 民 一 同 用
餐。不料，他在这期间“弄巧
成拙”，使用刀叉吃热狗的
照片被反对者抓住“把柄”，
招致媒体批评。《泰晤士报》
设问道：“什么人才用刀叉
吃热狗呢？”

卡梅伦家境显赫，同英
国王室也有关联。像威廉王
子、哈里王子和英国不少权
贵一样，他也曾就读于精英
私立中学伊顿公学。

全球宜居城市榜

中国城市要逆袭

据新华社消息 美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FDA)18日正式批准俗称

“ 女 用 伟 哥 ”的 药 物 氟 班 色 林
(flibanserin)上市，再次引爆话题。

包括一些女权团体在内的支持
者认为，男用“伟哥”早已上市，不批
准女用“伟哥”对女性而言不公平；
反对者则批评这种药物药效不显著
且有多种副作用，得以获批不过是
制药商“砸钱”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施加压力的结果。

氟班色林由美国斯普劳特制药
公司研制，商品名为“Addyi”。按斯
普劳特公司的说法，患者如果享受
医疗保险，每月用于购买氟班色林
的费用将介于30美元至75美元之
间。尽管价格并不昂贵，但氟班色林
一直因其较高的用药风险而备受争
议。它的副作用主要表现为引发昏
厥、低血压。如果服药期间饮酒或者
与某些常用药同服，更易引发副作
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咨询委员会
一些委员先前担心，患者如果开车
时或者在其他场合突发晕厥，可能
受伤甚至死亡。

2010年以来，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两次拒绝批准它上市。5年前，另
一个咨询委员会在评估后一致作出
否决决定。因此，这次审批过程中，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特别强调了采取
风险防范措施的重要性。

女用“伟哥”上市

在美引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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