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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一周

舆

填报志愿啥时成了“大生意”？
高考过去一周，考生和家长又为填报志愿忙碌起来。如何在短时间内筛选有效高校和专业，一些

报考辅助机构和填报志愿APP成了家长的“救命稻草”。据 《北京晨报》 15日报道，记者从几家服务
机构了解到，一对一辅导便宜的1万多，贵的高达4万元，但“天价”也挡不住家长的热情。

/ 媒体广场 / 关键词：天价志愿辅导

一周舆情榜
（2017.6.11-6.17）

（中教舆情监测数据）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
的教育？学校，应在学生心
里留下什么？学生，又该如
何回望多年的校园生活？当
毕业季来临，这些问题格外引
人深思。

发生在一所高校的故事
似乎给出了答案。据中青在
线消息，近日，安徽财大会计
学院党委副书记孙小龙的办
公桌上，一份名为《致敬，我的
大学——在安财会院的日子》
的书稿映入眼帘，书中写的是
该校会计学院毕业生孙佳丽
对母校、老师无限的感恩和敬
意，以及对学弟学妹的期许、
对大学生活的怀念、对未来生
活的向往。

除了厚厚的书稿里，对学
校的感恩之心，还体现在学生
家长的发言中。据媒体报道，
在河南某国际学校的毕业典
礼上，优秀毕业生韩森的爸爸
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三年
来学校对我孩子的培养。经
过学校的教育，韩森变得自
信、独立、自主、上进，我为他
感到骄傲和自豪。他在这里
不仅学到了渊博的知识，更得
到了开阔的思维及无穷的想
象力”。对于该校老师而言，
听了此番肺腑之言，想必更有
幸福感和成就感。

骨干教师的数量、学生考
入名校比例的高低、师生获奖
证书的多寡，固然反映学校教
育的优劣，但数据之外的细
节，往往更能真实反映学校的
文化、育人的成色。很多时
候，学校教育的成功，真不见
得就体现在满墙满室的证书
和奖杯上，也不必通过成批考
入名校学生的大幅照片来呈
现。相反，学生发自内心的行

动，学生家长饱含深情的谢
意，都足见学校的文化传统和
育人效果。

学生毕业离校时，是怀着
依依不舍的眷恋，还是义无反
顾地逃离，是回报学校诚意满
满的小礼物，还是破坏学校公
物以泄心头之愤，都验证着学
校是不是在践行陶行知所谓
的真教育，是不是教书的同时
也在育人，培育心中有爱、懂
得感恩的人。

以此为参照，重庆沙坪坝
区森林实验小学看上去就做
得比较好。据《重庆晨报》报
道，这两天，一张照片在不少
家长和老师的微信朋友圈里
传开。照片中，一名小学生正
背着书包，在校门外立正敬
礼。原来是有心人拍到这名
小学生迟到了，来到校门前
时，听到学校正在播放国歌，
他立即停在原地敬队礼，直
至国歌放完才跑进去。

这展现仁爱之心的一幕，
似曾相识。前不久，在山东淄

博工业学校门口，一名学生在
结束最后一门考试后，走出校
门却没有离开，而是缓缓转
身，向着学校深深鞠了一躬。
这段饱含深情的视频，在网络
上感动无数人。《人民日报》日
前就以《毕业前的最后一课》
为题，提出“让学生怀着对知
识的向往而来，带着感恩和留
恋离去，教育才是成功的”。

的确，评价老师是否优
秀，不是看考入名校的学生有
多少，而应该是看学生毕业多
年后，是否一想起母校就心存
感恩，温情荡漾，是否愿意回
到校园走一走，看望曾经陪伴
自己的一草一木，并将校歌低
声吟唱。

无数的事例证明，达到这
一境界的，绝不是那些将应试
发挥到极致的学校，也不是那
些一味提倡竞争、剥夺学生权
益的学校，更不是家校合力剥
夺孩子体育、探索权利的教
育。也许，学生念兹在兹的学
校，并不是什么名校，而是不

管校长还是普通教师，都有着
学生本位的意识，都按照基本
的育人规律，与学生坦诚交
流。学生回报学校的，是挂在
嘴边的骄傲，是无限美好的记
忆；学校留在学生心里的，是
一个个感动的故事、一个个无
声的教诲。实际上，当年的西
南联大之所以始终令人怀念，
除了老师们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学生心
里播下了仁爱的种子。

而学校教育要成为长久
影响人心的力量，需要着眼长
远，聚焦学生心灵，以心育心，
以情动情。值得一提的是，这
种留驻学生内心的感恩，注定
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而
不是媒体所报道的那种“台上
激情演讲，台下哭成一片”。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
流者怀其源”。当教育着眼于
学生心灵的培育，在其内心留
下一份仁爱与感恩，就会有更
多真正优秀的学生，彼时的教
育也才是真教育。

成功的教育要能唤醒心底的爱
张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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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

北大清华等多所高校“扎堆”开考

教育部发布最新高校名单 全国高
等学校共计2914所

教育部辟谣科学美术纳入中高考

江苏丰县爆炸案已致8人遇难 公
安部派出工作组

高校自主招生频现“烧脑”考题 自
主选拔在考查啥？

2017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
率稳定满意度上升

高考辅导报志愿产业收费1到4
万 有家长自称被坑？

福州一中学男教师被举报与女学
生发生性关系被学校解聘

中小学生砸钱追热门网游 未成年
人网游行为如何监管

陕西一中学女生遭多名同学掌掴
校方责任人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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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以来，“双创”的热潮遍及
大江南北。霎时间，各种创业公司、创
客空间、孵化器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冒
了出来。各个高校也越来越重视开展
创业教育，大力扶持那些掌握创新知识
的大学生进行创业，成为国家基础研究
和高科技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为建
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支持和保障。

这种现象是值得称道的，对于我国
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对于推动
经济持续发展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做
成一件事光凭热情是不够的，也是不
能持久的，我们必须从感性上升到理
性认识，廓清大众与万众的异同，深刻
理解创业与创新内在的关系，才能把

“双创”活动深入和持久地开展下去。
纵观一切发明创造成果的取得，最

初都是源于一个新创意或灵感，而且是
一个人的灵感，然后依靠集体的力量把
新创意付诸实践，创建一个规模和效益
可观的高新技术产业，这几乎是一个普
遍的规律。因此，寻觅创新的灵感，就
是创业至关重要的因素。

什么是灵感，它有哪些特征？一
般来说，灵感是指在文学、艺术和科技
活动中瞬间产生的、富有创造性的意
念，也称为灵感思维。它是人的大脑
一种特殊的机能，是思维发展到高级
阶段的产物，是人的高级感知能力，是
从事发明创造的必要前提。

灵感与普通感知是不同的，不是
直接通过人的五官（视觉、听觉、嗅觉、
味觉和触觉）获得的，而是通过精神交
流，或是由五官综合作用而获得的，我
们通常把它称为“远隔思维”。那么，灵
感究竟产生于何处呢？科学家们通过
研究发现，启动人的灵感部位叫“扣带
前回”，它位于靠近脑门的地方，这是一
块风水宝地，正是产生灵感之源。脑
门位于眉毛的上方，俗话说：“眉头一
皱，计上心来”，这是因为皱眉头刺激了

“扣带前回”，激发了灵感的产生。
人的灵感无处不在，无论何时何

地，也无论从事何种活动，都有可能闪
现出灵感。问题是，人们是否有一个

“有准备的头脑”，能够及时捕获到稍
纵即逝的珍贵的灵感。其实，灵感既
稀缺又浪费极大，几乎每个人都有过
灵感闪现的经历，只是他们没有觉察
到，灵感在不经意中溜走了。因此，每
一个有志于发明创造的人，都要时刻
准备着，把瞬间闪现的灵感紧紧地抓
住。有不少作家、作曲家和发明家，他
们在床头柜放一个笔记本，或者随身
带着笔记本，将瞬间闪现的灵感记录
下来，他们都是对待灵感的有心人。

当然，获得灵感的途径绝非只有
上面几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一切
场所和活动中，都有可能出现灵感，如
读书、旅游、散步、冲浪、洗漱、睡梦等，
都是触发灵感的客体。我们倒是需要
知道，灵感是怎样通过客体而激发出
来的？激发灵感的中介又是什么？这
个中介就是好奇心和联想，好奇心是
洞察灵感的“心灵捕手”，而联想则是
全部思维活动的机制。

在当今创业的大潮中，有不少青
年学子跃跃欲试，争当一回弄潮儿，这
是应当得到人们称赞和支持的。但
是，作为一个创业者，必须具备三个素
质：一是始终保持一颗好奇心，这是创
新和创业的前提，没有好奇心的大脑
就像是一座干枯的水坝，任凭它多么
巨无霸，终究是发不出电来的。二是
一定要有一个“有准备的头脑”，否则
即使灵感闪现了，也不被你所察觉和
捕获。三是一定要有一双勤快的手
脚，有创业点子的人不少，但成功的创
业者并不是很多，其区别就在于能否
把灵感付诸实践，创建一份巨大的、有
经济效益的实业。

有一句古谚说：“世上无难事，只
怕有心人。”一个创业者的有心就是指
有决心、恒心、爱心和心眼儿。我们与
成功的创业者的区别在于，他们比我
们多了几个心眼儿，所以他们成为创
业的佼佼者。

每一个创业者既要海阔天空和百
无禁忌地想，又要勤勤恳恳和脚踏实
地地干，这样每一个创业者才能够拥
抱成功和喜悦。

（作者系武汉大学原校长，原载于
《光明日报》，有删改）

创新创业的
灵感从哪儿来

刘道玉

家长对报志愿并不是很懂，现在报志愿
的“套路”也和几十年前大有不同。个别家
长为孩子报天价志愿辅导班单纯是为了想省
事。在他们眼里能用钱解决的事情“砸钱”
即可，既放心又省事。志愿辅导培训机构正
是把握住家长的这种心理，为各个阶层家庭

“量身定制”，设立少则千元，多则万元的辅
导项目。但也有不少骗子寻到“商机”，骗
取对填报志愿一无所知的家长们的钱。

报志愿关乎孩子的未来，重要的决定还
需家长和孩子共同探讨研究和协商，而非简
单粗暴的“砸钱”报志愿辅导。孩子不需要
动辄万元的高考培训班，不需要 3999 元的
高考房，也不需要高达 4 万元的志愿辅导，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关怀与陪伴，需要和父
母沟通，需要父母的理解与教导，而非简单
的扔到各种“培训机构”。

在 笔 者 看 来 ， 天 价 “ 高 考 志 愿 辅 导
班”是应试教育下的衍生物。“一考定终
身”是不少老师和家长的想法，无非就是
高考成绩好就可以上个“名牌大学”，出来
后就可以走向“人生巅峰”。家长自然要为
了孩子能进个相对理想的学校和专业“绞
尽脑汁”，商家也把报志愿当成自己的“摇
钱树”。

最后，希望家长能理性看待报志愿，
多陪伴、关怀孩子，比报天价志愿培训班
要重要得多。

（作者拾月，原载长江网，有删改）

多些沟通
比天价辅导靠谱为了孩子的未来，家长

们也都是蛮拼的。但一个高
考志愿咨询便要 4 万元，实
在贵得有些离谱。

家长及学生重视高考志
愿的填报，慎重选择今后的
职业，是一种理性态度。有
多少学生所学专业，与自己
的兴趣爱好不同，可能大学
几年，都是在一种厌烦与苦
恼中度过；而有些学生选择
的专业，或并不适合自己发
展，或走出校门后难以就
业，导致毕业即失业。这些

都需要学生对自己的未来作
长远规划，要理性而全面地
评估自己。

但现在市场上的很多高
考志愿咨询服务，不仅收费
畸高，而且泥沙俱下。如有
些机构虚构出自己是获奖机
构，但在民政部却查询不
到，只不过是商家虚构出来
忽悠家长及学生的花招。这
些有偿咨询机构，往往把自
己描述得很专业，所以收费
才会这么高。但实际上往往
言过其实，分析并没有科学

依据。
如何进行志愿填报，给

学生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不
应仅仅是学生及家长的事。
家长们重视志愿填报，好处
在于对于上大学更加理性，
而不盲目跟风，不盲目追捧
名校。家长们寻求咨询，也
是因为他们对于学生的前途
较为茫然，而现在大学参差
不齐，让家长们也拿不定主
意，怕一些大学的招生，不
过是给学生“挖坑”；同时，
很多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都

让家长及学生变得更谨慎，
产生了焦虑心理，自己拿不
定主意，宁愿多花钱给咨询
机构。

高考志愿填报乱象是由
多方责任缺失“催生”的，
不能怪家长们太傻，需补牢
几方的责任缺位：一者，学
校需要多为学生及家长提供
咨询，而不能当“甩手掌
柜”，认为与己无关；二者，
高校更应该提高教学水平，
努力适应新时代、新形势，
教学内容多与社会需求挂

钩，向应用技术型转变，变
为特色办学，免却学生及家
长的后顾之忧；三者，需要
规范有偿咨询机构，对于天
价教育培训机构乱象，需要
监管部门给力，加强审核监
管，避免一些不法分子打着
咨询名义招摇撞骗；四者，
不管是高考志愿填报，还是
上辅导班等等，家长都不要
头脑发热，并不是一味砸钱
就能带给孩子们好的未来。

（作 者 戴 先 任 ， 原 载
《法制晚报》，有删改）

多方缺位催生“天价志愿”

/ 论教 /

据报道，成长在网络环境下的孩子，从
小接触的是数字阅读，他们习惯了使用网
言网语，例如，“大虾”（高手）“菜鸟”（新手）

“度娘”（百度）“好方”（好烦）等词汇。他们
经常把汉字、字母、数字、图形、偏旁、同音
字、同义字等混合交杂起来使用，并创造了
专属的“火星文”键盘。

专家撰文分析，孩子们自然不希望成
年人总是唠叨他们，他们在小小年纪就想
在父母和老师等成年人与他们之划出一
条鸿沟。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研
究发现，高中生宁可跟网友说心里话，也
不爱跟父亲说。表示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
的高中生，仅有三成。

看不懂的火星文

/ 漫话 /

薛红伟薛红伟 绘绘

对于天价志愿填报，有认
为物有所值的，有认为收费太
高的，有认为不太靠谱的，还
有上当受骗的⋯⋯但一个不
可否认的事实是，报考辅助机
构，以及填报志愿 APP，一年
比一年多，收费一年比一年
高。在持续走“热”的背后，更
反映出，报考辅助有市场，且有
很大的需求。

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

在上千所大学、数千个专业
中，选报一个适合的志愿确
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
有权威的志愿填报服务，面
对众多考生，其“服务”或“指
导”的质量也会打“折扣”。
尤其面对《填报指南》时，光
看学校以及专业的名字已经
让人看得眼花，更不要说逐
个了解各个学校和各个专业
情况了。因此，在“分数考得

好”不如“志愿报得好”的思
维支配下，学生和家长迫切
需要一个简单、快捷、准确、
权威的“填报指南”。而一些
报考辅助机构和填报志愿
APP，就是看准了这一商机，
顺应了学生和家长的需求，
开发了所谓的大数据，才受
到学生和家长的青睐，甚至
追捧。

所以面对“天价”志愿

填报咨询的持续火爆，以及
报考辅助机构和填报志愿
APP鱼龙混杂的现象，主管部
门要加强对报考辅助机构和
填报志愿APP的监管，防止夸
大宣传，误导学生和家长，对
非法报考辅助机构和填报志
愿APP坚决取缔，防止学生和
家长受骗上当。另外，目前，
最迫切的是要开发一套权威
的大数据，并免费为考生和家

长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服务。
当然，即使有了全国大

数据，也不是万能的，但是，
全国有了这样一个填报志愿
大数据，起码能让学生和家
长少花冤枉钱，以及避免少
上当受骗。真希望明年的今
天，“天价”志愿填报咨询不
再成为新闻。

（作者姚明胜，原载南方
网，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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