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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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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

青年视角 时代声音
——基于评论大赛作品的大学生舆情关注态势报告

一周舆情榜（10.16-10.22）

（中教舆情监测数据）

原以为幸运地圆了大学梦，
孰料自己上的“高校”不过是个
中专，入学一年后，还要再参加
春季高考，过线才能升入大专。
近日有媒体报道，在山东德州某
高校，不少学生觉得自己被“忽
悠”了，花了 8000 多元白上了一
年学。校方解释称，这些学生当
初收到的是“入学通知书”，而非

“录取通知书”。
一词之差，大相径庭。不少

地方大专院校近几年招生形势颇
不乐观，为招揽生源，维系学校
生存发展，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入学通知书”和“录取通知书”
这种猫腻，即是常见伎俩。媒体
和学生质疑校方“忽悠”也不算
冤枉它——毕竟采用模糊化表
述，玩文字游戏，打擦边球，诱
导他人“上钩”，是“忽悠术”的

常用手段之一。
在东北方言中，“忽悠”一

词原指能言善谈，近些年成为网
络流行语，并逐渐有了蒙骗、欺
诈的含义，也可指鼓动、怂恿他
人。由于缺乏社会经验、辨别能
力弱，青少年是不良机构或不法
分子意欲忽悠的主要对象。中国
青少年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
显示，近三成受访大学生防骗测
试不及格，可见“防忽悠教育”
依然任重道远。

防忽悠能力弱，或许与学生
社会经验普遍不多有关。尤其是
临近高考时，校园里各种标语、
横幅满天飞，鼓动学生玩命学、
考高分，其言语之奇葩、花样之
翻新，总能成为新闻热词。前不
久，云南大理某中学就挂出横幅
曰：“吾日三省吾身：高否？富
否？帅否？否！滚去学习！”学
生看后，纷纷表示“毁三观”。
校方解释说，挂横幅的初衷是希
望学生好好学习，为避免误会，
已将横幅撤下。但这种“打鸡
血”式的忽悠，在各地中学早已
见怪不怪。就算墙上的横幅撤下
了，部分老师在讲台上唾沫星子

乱飞地忽悠，怕是很难绝迹。
在教育圈，说到忽悠的手

段，绝不止蒙骗、鼓动这么简
单，如有必要，偶尔来点“强
制”手段，也并不少见。同样是
在大理，当地某高校 500 余名学
生停课为州庆备演一事，日前闹
得沸沸扬扬。鉴于排练时间长达
数十天，且中间有数天要停课，
引发部分学生不满。尽管校方承
诺安排调课，按天数给学生发补
助，活动结束还会颁发实践证
书，有“特殊情况”的学生会准
假，但校方事先未征求学生意
见，只是一纸通知下发到各部
门、学院，“要求”抽调学生参
加。任务层层下压，最后是班主
任、班长“点将”。这类带有强
制色彩的忽悠手法，在不少学校
都出现过，最易引发负面舆情。

相比之下，有的学校忽悠手
法很隐蔽，更有欺骗性。最近，
南京某中学让高三年级学生家长
轮流替代老师进行监考，引起很
大争议。校方回应称，此事是家
委会讨论决定的。仅就媒体目前
披露的信息看，上述做法是由该
校家委会独立决策，还是校方

“借壳”推出的规定，有待进一
步调查。不过此事却引发了新一
轮对家委会定位、作用的讨论。
当下在一些学校，家委会的运行
并不独立，而是依附于学校，往
往是学校有某些想法就通过家委
会将其“合法化”。如此一来，
家委会沦为学校的附庸或工具。

各种“忽悠大法”在当下社
会大行其道，教育圈自然难以幸
免。但与其他领域不同，教育是
培养人的事业，不论是玩文字游
戏的低段位忽悠，还是操纵家委
会的高段位忽悠，不论是挂横
幅、“打鸡血”等软性忽悠，还
是带有强制性质的硬性忽悠，对
教育都是一种伤害。

在负面教育舆情中，我们常
能看到各种忽悠。忽悠的言辞或
行动或许短期内能达到目的，获
得一些暂时利益，却是以破坏学
校、教师与学生及其家长之间的
信任为代价的，由此只会滋生更
多矛盾，带来更多后遗症。更值
得忧虑的是，忽悠背后是不诚
信，是急功急利甚至不择手段，
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对教育
形象造成的伤害更为深远。

别被“忽悠”撞了腰
杨国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新闻事件

中学让家长替老师监考值
班 校方：家委会决定

哈尔滨医科大学39名学生感
染诺如病毒 已妥善处置

天津一幼儿园教师疑似针扎
儿童 官方称已展开调查

常州工学院被曝“天价洗
澡” 学校：系统延迟导致

安徽一小学生没写完作业
被数学老师拧破耳朵缝5针

初二女生疑遭男老师“咸猪
手” 老师否认猥亵

国考最热岗已经 2320∶1
官方呼吁考生理性报考

河北邢台多所高校学生陷校
园贷诈骗 涉案超百万元

河北正定多名小学生出现发
烧、呕吐症状 官方调查

中国大学生人均年收包裹16
个 带动7万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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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组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4名）
“诺奖热”应该“热”什么 （朱清/上海杉达学院）
是大学让我们变得平庸吗 （沈柯/湖南大学）
农村孩子为何不再想着把握上学机会

（王壹凡/北京师范大学）
高校评级别搞成“数星星” （杨浩/中国人民大学）

三等奖 （6名）
发展特殊教育要摒弃“做慈善”的心态

（谭璇/中国人民大学）
大学生为何把当教师作为“后路”？

（王晓东/陕西师范大学）
降降爱用“大词汇”的虚火 （强德平/陕西师范大学）
奢华消费不该成为毕业“仪式”

（肖纲领/上海理工大学）
大学图书馆“砍”报当征求师生意见

（王欣媛/江苏师范大学）
执行校规别成了权力任性 （刘泽溪/中国人民大学）

非教育组

一等奖 （1名）
“扶老人险”难消扶老顾虑 （张千千/中国人民大学）

二等奖 （2名）
你拒绝的是道德绑架还是道德？ （贾晓霖/山东大学）
靠写作为生的人何时能活得“体面” （王言虎/山西大学）

三等奖 （5名）
全民科普，成年人不该缺席 （班志斌/重庆大学）
不良网络热词不能不警醒 （陈贺振/清华大学）
流水线上打造“网红”？做梦吧

（张文豪/中国人民大学）
前人留下那么多优美词汇，我们却满口“然后”

（张晓娜/华中科技大学）
不再让孩子悲伤地看着社会 （张璐/陕西师范大学）

优秀奖
（含教育组和非教育组，46名）

乐见“状元”甘坐冷板凳 （谭璇璇/广州大学）
上了“富豪榜”的高校为何富得有点畸形？

（张松超/华中科技大学）
拿校训来评判高校成就未免太不理智了

（石灿/贵州民族大学）
“最安全”作文蒙住了孩子的眼睛 （林曦/西南政法大学）
先别急着向“创业班”吐口水 （宋婉宁/南京大学）
请不要差别对待不同学生的同种努力

（张钧涵/重庆交通大学）
哈佛的标准与人才的追求 （刘开阳/上海师范大学）
农村娃的出路不应被“设计” （杨青亮/中国人民大学）

“排号怀孕”倒逼师资队伍管理 （杨淑馨/暨南大学）
大学生创业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钟兴茂/西南科技大学）
差异化的大学生活更精彩 （任静/湖南理工学院）
今天的教育应有怎样的“穷苦观”

（李琼/南京政治学院）
治理校医乱象不能只靠监管 （袁秀月/中国人民大学）
惩戒学生是个技术活 （杜琴/西南科技大学）
对“准高考生”暂缓处罚符合法治精神

（王嘉欣/中南民族大学）
教会孩子见义智为更重要 （谢槿柯/西藏民族大学）
大学生不要盲目相信“再不创业就晚了”

（宫熙晟/海南大学）
大学生最应投资的一支股票是自己

（骆侠炜/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教育应给环保行动一个信念支点

（白毅鹏/河南师范大学）
学校对学生暑期实践少一些规定才好

（曹雪盟/中国传媒大学）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得从农村孩子入手

（周瑜/西安科技大学）
不要把“熊”基因遗传下去 （宋伟林/山西大同大学）
当心“学生看管学生”的安全风险 （郭娟梅/兰州大学）
不妨看淡一点高考“状元” （纪丽和/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解决职业歧视要从教育抓起 （赵子杰/中国人民大学）
同室操戈的背后 （李鸣/兰州大学）
均衡学生干部性别比例不宜“政策倾斜”

（郭鹏飞/东北电力大学）
老校训是学校重要的精神资产 （周烈/上海理工大学）
丢了名校风雅，争抢生源就不奇怪了 （胡家僖/西南大学）
不能打着“完美”的旗号折腾学生

（陈永斌/浙江师范大学）
如今很多大学的运动会是在“买椟还珠”

（苏晖/中央财经大学）
参与孩子成长才是正道 （黄笑寒/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被“绑架”的孝心无法感受快乐 （李艳萍/大理大学）
文化“寄生”不该沾沾自喜 （李思琦/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下跪求排片”不符合商业逻辑 （姜居正/海南大学）
当“不道德”被放大，道德就渺小了

（李昱雯/江西师范大学）
内地“高考状元”为何普遍不愿学医？

（李思扬/电子科技大学）
多点理性就少点“反转闹剧” （邵景楷/上海外国语大学）
实体书店回暖，书却靠边站了 （陈蔡定/暨南大学）
互联网时代亟须改变标签式思维 （吴淑斌/中国人民大学）
请正视奇葩辞职信背后的价值诉求 （孟蝶/中国人民大学）

“网红”的风口上，有多少人能飞起来？
（程梦园/湖南师范大学）

理想是生活的维生素，别拿它当主食
（刘孙恒/西南石油大学）

不要轻言旁观者太冷漠 （宋潇/西南科技大学）
“反转新闻”为何屡屡发生？ （张繁玲/中山大学）
教养始于敬畏他人尊严 （白林丰/河北大学）

首届全国大学生评论大赛
获奖作品

首届全国大学生评论大赛
优秀组织奖

（排名不分先后）

电子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兰州
大学、上海理工大学

首届全国大学生评论大赛组委会
2016年10月

大赛中涌现许多优秀的稿件，选手
们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体现出广大
学子冷静敏锐的眼光和严谨的思维逻辑。

例如 ， 非 教 育 组 一 等 奖 《“ 扶 老
人险”难消扶老顾虑》，从设立“扶老
人险”的初衷及其内在逻辑悖谬展开
分析，为随后的理论扫清战场，表现
出作者宽阔的思维纵深空间。尽管对

“扶老人险”的分析有牵强之处，但推
论过程显示出基本功。尤为可贵之处
是对世态炎凉有一定程度的看破，没
有陷入某种“道德洁癖”的亢奋，能
收得住，没有影响正文的展开。正面
论证主要围绕从法律或制度层面解决
问题，而不是借助企业的社会责任来
消解问题，这就体现出评论的公共意
识，毕竟企业触及的还是现象，制度
才能消除根源。

教育组二等奖 《高校评级别搞成
“数星星”》 一文，作者首先对高校评级
制度透彻分析，犀利地指出：无论从五
星到七星的数量增长，还是某些评价指

标如人才培养的总量增加，都存在显而
易见的谬误，被用于阿谀或者戏弄居于
至高地位的七星大学，实在够幽默。作
者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审视身处其
中的大学，增加了一丝戏谑感。

获奖作品中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
题，部分问题低级幼稚难以容忍。“笔者
认为”之类假充老道的字眼，在大学生
的行文中十分普遍。评论中所有观点除
了已指出是他人观点之外，都是作者自
己的观点，何须专门说明？

一些作品在论证过程中也没有得出
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没有质量的套话重
复出现。

新闻评论要求作者坚守客观公允的
立场。大学寝室脏乱 （尤其男生寝室）
从来就是问题，调侃辩护一下无伤大
雅，但有论者一味指责学校，却未见关
于大学生自身的任何分析，如此为自己
护短，岂是评论应有的公允态度？

（评委顾骏，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

评论中的公共意识难能可贵
从入围的作品来看，多数大学生掌

握了有层次、有条理地展开议论的能
力，同时能准确提炼出自己的论点，使
议论集中于论点。这是评论写作的基本
能力，也可能是评论教学的成果。

比如，《“诺奖热”应该“热”什么》这件
作品，在第一段直陈我国药学家屠呦呦获
得诺贝尔奖在国内产生的诸多反响，之后
迅速过渡到一个判断，然后用“诺奖热要
热民心”“诺奖热要热科学”“诺奖热要热
精神”等三个主题句带起的并列段落展开
议论，显得全文议论集中，结构清晰。

再比如，《不良网络热词不能不警
醒》 一文，作者对于人们习焉不察的语
言现象勇于表达不同观点。更可贵的
是，作者从网络表达和网络接受中的语
言惰性透视出网络条件下的思维惰性。
议论思路清晰，触及的问题有深度。

还有一些学生通过修辞，使评论标
题表达的论点亮起来，这更多的是依靠
他们自己的创造性。但客观而言，不少
作品仍停留在抽象层面的议论，真正能

够引入专业具体的认识资源进行论证的
作品还不够多。

一些作品议题本身已是老生常谈，观点
和表达也不新鲜。比如，《老校训是学校重
要的精神资产》，抽象论证了一个没有争议
的常识。借此提醒同学们注意，事物的争
议性是评论选题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回
应有争议的问题，才有可能提供有传播价
值的观点。

学生写一篇文章，与其没有新意地
议论一些没有争议的社会话题，倒不如
回到内心，正视那些困惑自己的问题。
例如，《是大学让我们变得平庸吗》一文，
虽没有议论新闻事件，但表现了对于大学
生面临的普遍问题的严肃思考，这种真诚
是叩问内心的。我们学习新闻评论写作，
要使自己的观点影响他人和社会，应当从
自己的真诚思考起步。

（评委马少华，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学院副教授）

（本报告由首届全国大学生评论大赛官
方网络平台蒲公英评论出品，杨文怿制图）

评论要从真诚思考起步

评委点评

“数”说大赛

总体特点

青年眼光：敏锐观察身边的
教育现象

作为参赛主体，大学生群体
身处校园，对校园事件、话题有
切身的理解和独到的观察。他们
对于评论话题的选择、热点事件
的关注，都是他们内心的反映。
通过统计，大学生活主题作品占
到作品总数的 25%。在校大学生
的日常管理、校规校务等话题尤
其受到关注：64 篇获奖作品中，
有 10 篇的主题直指当前大学生的
生活管理。

仔细研读评论大赛的优秀作
品，不难发现选手们选取的新闻
事件多为身边事。像“奇葩校
规”“强权管理”等涉及学生自
身利益的话题，很容易引起大学
生们的共鸣。教育组三等奖作品

《执行校规别成了权力任性》 站
在学生视角，提出校园建设中无

论是学生还是管理者，都应平等
看待，互相尊重。

大学生们的眼光也投向广阔
的社会生活，用敏锐的眼睛来洞
察现实，针砭时弊，再结合自身
专业和特长，有感而发，所写的
评论论据自然真实，文章鲜活而
有说服力。

公民意识：“问题清单”激
发责任感

面对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
总少不了青年学子的声音，其中
既有对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呐
喊疾呼，也有对维护公正、加强
监管的建言献策。“扶老人险”
能否缓解扶老焦虑？农村娃的出
路在哪里？农村小规模学校该如
何发展？透过这些话题，可见很
多参赛作品都与弱势群体帮扶、
教育公平等热点话题相关，背后
是学子们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

注，也体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

如教育组二等奖作品 《农村
孩子为何不再想着把握上学机
会》，作者结合亲身经历，讲述
农村学生的思想动态，并引用美
国学者罗尔斯的“分配公平”和

“承认公平观”，论证剥夺农村孩
子受教育权利的并非是贫穷，而
是乡村教育被忽视。

多元发声：不同价值取向的
观点对撞

评论大赛是一场思维水平高
下的比拼，更是一次观点的碰
撞。此次大赛中，在一些开放性
话题上，明显呈现多元声音的碰
撞。相同的话题，不同的观点，
总会擦出绚丽的思维火花，而这
正是评论大赛中最精彩的部分。

在四川“童伴计划”项目为
留守儿童寻找“童伴妈妈”话题

中，有大学生认为，将“童伴妈
妈”项目视为“正面解决留守儿
童问题”的契机，彰显了政府解
决乡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决心。但
也有观点称，将一个“守护专
员”赋予生身母亲的角色，会强
化留守儿童心理上的悲剧色彩。
更有大学生站在更高的视野来审
视这一问题，认为留守儿童问题
不是“一位找来的妈妈”所能解
决的，必须标本兼治：一方面发
展落后地区经济，减少留守儿童
数量；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降
低入学门槛，让父母与孩子在一
起。

理性表达：在喧嚣声中独立
思考

就一篇评论作品而言，编辑
与评委在审核评分时，会先关注
其观点，一个新颖的观点、一个
不一样的声音最能吸引读者的眼

球。但是，这种“新颖”“不一
样”绝非哗众取宠，而是追求思
维的开放，能提供不一样的视角
助推社会进步。用理性祛除浮
躁、用思想隔离浅薄、用信念守
望价值，理性表达无疑是此次大
赛作品的突出特点之一。

诸如公交车上无人为老人让
座，或行人因车祸倒地无人救援
等，既有人批评路人的冷漠无
情，也有大学生为路人、乘客开
脱，认为不应该进行“道德绑
架”。非教育类二等奖 《你拒绝
的 是 道 德 绑 架 还 是 道 德 ？》 一
文，标题中的挑战性、论辩性非
常鲜明。作者呼吁每个人在力所
能及的情况下，应践行最基本的
道德，多为别人着想，多帮助社
会上那些遭遇困难者，多做些

“ 力 恶 其 不 出 于 身 也 ， 不 必 为
己”之事。

参赛大学生学历层次 来稿话题类别

大学生最关注的话题 大学生最关注的十大热点事件

大学生活 其他

学校管理
教育公平

教育改革

就业创业
校园安全

互联网+

乡村教育

社会伦理

女教师奇葩辞职信

安徽蒙城学生围殴教师 校园毒跑道

女教师打伞门
毕业论文造假 北大清华抢生源

人大导师与学生“断绝师徒关系”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

老人跌倒该不该扶

大学生掏鸟被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