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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补课，免费招生
清北数学，初中升高一，暑期提前预习班，完
全免费，名额有限！电话：13337508940 张老师

声乐教学
35年教学经验，66511565

直对中高考
山东大学老师带你攻克英数物化生，
严格筛选，重点辅导！13876820717

名师吉他教学
海口青少年宫，白龙南，国家专业吉他教师，13876699643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10天会K歌
海大老师授课（唱歌钢琴等）66666154
二十年在职优秀老师辅导
一对一可上门。高、中考提分冲刺班，各年
级辅导班，30元/时起，可试听13036034439

海口名校在职高级教师
家庭式小学、初中、高中。专业补习13876545092

重点中学英语化学老师
初高中专业辅导、免费试听、可上门
英语13687596469：化学13876082981

露西高考英语 中考英语
本人教高考英语25年了。可在短时间内提高你的英语
成绩。招生对象：初一到高三。电话:18976546647

百元家教百分效果
十三年毕业班数理化英辅导经验，擅方法强
心理包提高。于老师18789678987 非中介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66810228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页广告及其他业务。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西部区域13876071190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本栏目与南国都市报数字报
ngdsb.hinews.cn 同步刊发 联

系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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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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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13307616119
琼海18976113800
万宁13976065704
定安13907501800

屯昌13907518031
琼中13907518031
三亚13976599920
乐东13807540298

陵水13976578108
保亭13876620309
五指山18689861608
儋州18876859611

东方13907667650
澄迈13005018185
临高18608965613
昌江18808921554

海大海师家教
专业辅导小学初中高中各科、10年品
质值得信赖。张老师18089803849

心理咨询师兼英语老师
高效一对一，科学又严厉18876675789

英语数学补差
如果久学不成，不如从头补起
本松私熟：国贸富豪大厦13016205005

新概念英语快速背诵
逐词解释，逐句分析，思维引导.65390841

海大家教
本校唯一设立机构，专业+方法+经验+责任，小
初高各科，1对1上门辅导，丁老师18489875231

高级教师中学英数理化辅导
13215849498；13876078643

海大海师A+A家教
6900多名研究生本科！2732个成功教学案
例！上门辅导！快速提分！李老师:13208907990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809428

年薪20万聘初中数学培优教师，大陆
籍，五年以上教龄，电话18907531121
高薪招聘
幼师和小学各科老师，简历发13617501808中高考一对一签约上名校

郭13976996417
治贤
教育

快乐作文与阅读、各科一对一
小学、初中、高中。正规机构13700450883

海南雁凯物业诚聘会计
三年以上工作径验，有社保、双休，工
资面议。电话：13807683880、66770128

跟名师学吉他
鼓.电子琴.流行唱法.考级。上课点:九小.海中68088887

沙发翻新
13876333808海秀中路43号，侨中斜对面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976122226

农资行业精英诚聘
（底薪+提成+奖金）
1、分公司经理：底薪 5000元。2、业务
代表：底薪 3000元。3、技术推广员：
底薪 3000元。4、司机：底薪 3000元。
电话：65913840 13687583592
网址：www.hnrundeli.com

《礼记·学记》记载：“比
年入学，中年考核。一年视离
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
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
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
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也就是说，每年入学一次，隔
年考核一次。一年考察辨明志
向，三年考察是否专心和亲近
同学，五年考察是否博学和亲
近师长，七年考察是否有独立
见解和择友能力，这些都达到
了，就是小成，意味着已经掌
握了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如果
到九年的时候可以做到触类旁
通，坚强独立而不违背师训，
就是大成，意味着学业已经达
到了成熟的水平。

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设
立太学，可谓中国古代学制的
一项重要进步。太学并无明确
的学习年限规定，但考试十分
严格，西汉时每年考核一次，
方式是“设科射策”，相当于今
天的抽签问答。东汉中期改为
每两年考核一次，通过者授予
官职，否则留下继续学习。隋
唐时期的官学开始对学生年龄
和学习年限作出明确规定，例
如律学招收学生的年龄在18到
25岁之间，学习年限为六年，
考试分“旬考”、“岁考”、“毕
业考”三种，旬考内容为十日
之内所学课程，不及格者将受
到处罚；岁考内容为一年之内
所学课程，不及格者留级；毕
业考及格则取得举荐资格，否
则勒令退学。

宋代实行过学分制。以后
各朝代大多也都实行过。当时
叫做积分制，实际上就是学分
制。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
曾把太学分为外、内、上三
舍，外舍升内舍和内舍升上舍
的升舍考试成绩的评定，分为
上、中、下三等，然后再合成
分：其中操行和学业都是优者
为上等，一优一平者为中等，
两种都是平者或一优一否者为
下等。三舍考试都实行积分法。

明朝也采用宋神宗时期的
办法，凡国子监的学生都实行
积分法，学生积分达到及格
者，即可授予相当的官职。国
子监按学业程度设为六堂：正
义、崇志、广义、修道、诚
心、率性，编其为初、中、高
三个级别。在高年级中实行学
分制，若在一年内积分达到8
分即为及格，而成绩优异的学
生，可不受年限的限制提前毕
业，破格录用。

清代的国子监编制与明代
相同。每月进行一次考试，凡
月考列为一等者给1分，列为
二等者给半分，年终积够8分
者为及格。

民国时期，积分制正式更
名为学分制，并更趋于完善。
1931 年，当时的政府颁布了
《学分制统一办法》，通令全国
学校一律采用学年兼学分制，
并规定大学生4年需修满132个
学 分 才 准 予 毕 业 。

（据羊城晚报）

古人也要修学分：

隋唐时“岁考”
不及格者留级

学分，可不要以为只是现代莘

莘学子的追求，古人也曾为之拼命。

1945年7月，离日本战败投降还
有大约一个月，身处沦陷区的上海民
众仍然在伪政府统治之下，但胜利的
曙光已隐约可见。

光复前夕的上海人，到底过着什
么样的日子呢？很简单，亡国奴的日
子，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日寇的蹂
躏、汉奸的欺压、流氓的敲诈以及伪
政府的盘剥。除了这些，还有不少让
人头疼的事。

首先是交通拥堵。从虹口去趟闸
北，步行花一个小时，开车得花五个
小时，每条马路上都挤满了人力车、
脚踏车、三轮车、公交车和私人汽
车，行人在车流里缓缓蠕动，汽车在
人流里以更缓慢的速度蠕动，每一条
主干道似乎都成了长期便秘的大肠。
为何会如此拥堵？

第一路窄，第二人多（抗战期间上
海仍有约五百万常住人口），第三，日
本鬼子在街道两旁挖了不计其数的深
沟，每隔四五丈就有一个，晚上开车不
小心，一头扎进去就车毁人亡。鬼子挖
沟干嘛，难道要修地铁吗？当然不是，
只是为了准备巷战，对付随时可能攻进
来的中国军队。那时候上海流行一句
话：“马路如虎口，两旁不可走。”走两
边容易掉沟里，走路中间又随时可能被
车撞死，怎么走？没地儿走。

其次是看病太难。那时候华人开
的医院设备简陋，日本人开的医院又
不屑于给华人看病。例如山东路有家
仁济医院，头头是日本人，医院里明
明空着很多床位，也不让华人住院，
真想住，拿钱来，先交“中储券”（伪
政府发行的货币） 30万元才能进门。
上了手术台，一会儿一跳价，说好要
你60万，刹那间就变成100万，开完
刀再加到300万，不然不给你缝上。

如果你觉得以上种种乱象还不够
离谱，那咱们再看看房地产市场。就
在日寇快要投降的时候，上海的房
价、房租竟然双双暴涨，也是一天一
个价，中低收入家庭想找到合适的住
处，难于登天。

眼看着决心收复失地的中国军队

就要兵临上海城下，日伪如果负隅顽
抗，激烈战事难以避免，房价怎么还
会上涨呢？原因有二：

首先，人多房少，供需紧张。上
海不比别处，当地人最是安土重迁，
常说道“出门一里，不如家里”，能不
走就不走。八年抗战期间，国内其他
主要城市沦陷前夕，几乎都至少有超
过三分之一的居民外逃，唯独上海

“土著”没怎么跑。
人没减少，房子倒减少了。抗战

初期日寇轰炸闸北，损毁了一批房
屋；后来国军反过来轰炸日寇占领下
的虹口，又损毁了一批房屋；抗战后
期美军也频频派飞机来轰炸上海，仅
唐山路就倒塌上万间房子。

上海沦陷期间，日本侨民大量迁
入，没地方住，伪政府为此大搞强
拆，把中国居民撵走，给日本人腾地
方盖房。到了1945年7月，美军连番
轰炸日寇在上海的各个据点，狡猾的
日寇分散盘踞居民区，又一次强迫中
国人迁出，无偿“征用”他们的住
房，所以那时候房荒非常严重。

其次，货币贬值，炒房加剧。光
复前夕，日军和伪政府知道末日到
了，赶紧杀鸡取蛋，拼命印钱。本来

“中储券”最大面值是100元，很快千
元纸币和万元大钞都大行其道了，物
价比1937年抗战爆发前涨了好几万

倍。上海市民想去银行把钞票换成金
条，伪政府不许，为了让资产保值，
大家只能想方设法购买实物储存起来。

为此，日寇推行了极为严厉的统
制政策，粮食、棉花、布匹、钢铁、
食油、五金、卷烟、火柴、肥皂、毛
巾等差不多所有物资都被限购，只剩
下房地产可以自由买卖。既然如此，
有钱人唯有拼命买房，普通人买不
起，就集资炒楼、炒“公债”、炒房产
股票，搞得房价上涨几乎比货币贬值
的速度都要快。

有人做过统计，光复前夕上海竟
突然冒出来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这
些公司几乎没有建造过什么新房，它
们把房地产当成筹码进行投机。只要
是座房屋，不管有人住还是没人住，
都会很快成交。市区内房地产价格越
抬越高，且难以买到，好多房地产公
司去郊区炒地。任何一块地，不管近
郊、远郊，或是农田、低洼水塘地，
一旦抛出市场，都会抢购一空。

那时候有一家华新地产公司，拿
出全部资本的三分之一购置郊区空
地。还有一家永业地产股份公司，用
75%的资本买下江湾及沪西空地五六
百亩。最典型的是国华地产公司，囤
了一千亩地，只拿区区半亩出来开
发，闲置比例之大，堪称历史之最。

（据中国经营报）

1945年光复前上海
所经历的一轮“牛市”

老上海照片（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