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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营

舆

紫色外壳并无特殊之处，但打开
以后，一座手工拼插的立体“二校门”
便徐徐展开。最近，清华大学的本科
新生录取通知书意外蹿红，一个小小
的三维立体设计，在舆论场中激发了
公众关于大学的情感记忆。
每年招生季，国内数以千计的
大学发放的录取通知书车载斗量，
能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却很少，能
在舆论场引发波澜的更是少之又
少。问题的根源或许在于，不少大
学并未意识到与学生建立情感联结
的必要性；有的即便意识到了，却
未能建立起有效的联结渠道；有的

即便建立了渠道，也很少能做得如
此细致入微，深入人心。清华今年
的新版三维立体通知书，与媒体多
次报道过的陕西师范大学老教授们
用毛笔手写的录取通知书，起到了
近似的传播效果，颇有四两拨千斤
的意味。
除了正面舆论效应，学校通过
一个小而精的设计，更是与“初次
谋面”的新生们建立了一种生动的
情感联结，通知书至此已不再是普
通的纸制品，而是近乎一种“信
物”，甚至起到了不亚于一次握手加
一个拥抱的效果。尚未正式入校
门，学生和母校的情感就已经开始
发生化学反应。如此教育图景，不
仅学生们终生难忘，身为旁观者也
很容易被感染。
六七月份于大学而言，是一个特
殊的季节：一边忙着迎新，一边忙着
辞旧——欢送又一届毕业生。近期

正值毕业季，离愁别绪弥漫在大学校
园。在中国人民大学，一面数米高的
巨幅火车票造型展板矗立在校园内
一处广场上，票面上标明此次列车为
“毕业号”，驶向“前程似锦”站，还写
着“青春不散场，梦想今起航”的寄
语，引来无数毕业生与之合影。
相比各类走心、暖心的设计作
品，校长、老师们的毕业致辞更是
媒体例行报道的焦点。每逢“最后
一课”，校长、老师们打得最多的还
是情感牌。通过媒体报道，我们可
以看到，有的校长直接称赞学生是
“品牌铸造者”，有的校长谆谆告诫
学生“学好、守拙、别怕”，有的老
师在“最后一课”上金句频出，“人
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
只有几步”“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等赢得学生阵阵掌声。外在形式多
种多样，但内核其实都是为了建立
与学生之间的情感联结，让学生感

受到归属感和亲近感。
近日，山东某高校一学生跪别
母校的新闻让人动容，唤醒了无数
人对母校的温情回忆。学生表达感
情的形式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其
对母校的情感之深厚是显而易见
的。我们也进而相信，这样的大学
对学生应当是充满人情味儿的，学
生未来也会以自己的方式给予母校
更多回报。
大学本应如此。大学不是商业
机构，学校管理者与学生之间不该
是冷冰冰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
系，而应该是有着高情感附加值的
特殊关系。
“ 母校”一词绝非凭空得
来，它生动表明学生与学校之间有着
浓厚的情感血脉，学生潜意识中常把
学校视为家一般的存在。其实，对于
大学而言，情感联结的建立绝不应该
只出现在“迎新”
“毕业”这一首一尾
两个时间节点，而应贯穿整个大学

生活的日常点滴。唯其如此，这种
情感联结才会足够稳固，历久弥新。
高校管理者应当意识到，一所
大学的魅力和对学生的吸引力，核
心在于学校的文化；而衡量一所大
学文化成色的标准很多，和学生情
感联结的强弱，是一项经常被忽视
却无比重要的标准。一所好的大学
不应只有高高耸立的大楼、高高在
上的“大师”，更应该让学生感受到
人情味儿。这里所说的人情味儿，
不是要彻底消除必要的距离感，更
不是不讲规则，而是在适当的时间
和场合，以适当的方式给予学生们
内心渴求的情感馈赠。在这一对情
感关系中，学生无疑是被动的，大
学不妨以主动的姿态构建这种情感
纽带，积极释放足够的人情味儿，
这样的大学必定是受学生欢迎的；
在学生们心目中，这样的母校就是
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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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晒成绩就投诉？
据 《钱江晚报》 报道，杭城中小学日前举
行休业式，发放学期成绩单。而杭州某小学收
到一条投诉：因学校不公布期末成绩，家长怒
打市长热线。记得一年前，杭州某城区的一次
期末考试，因为语文试卷比较难，就有家长怒
打市长热线，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虽然这次投诉也是因为期末考试，但不是
因为试卷太难。投诉人是这样说的：“我们五
年级所有的学生都不知情自己语文、数学、英
语的分数，已和老师反映，告知是校方规定，
我不认可，要求给予合理解释并答复。”据了
解，早在 1998 年杭州市就下发了 《杭州市小
学生等级制学业评定方案的通知》，上城区从
1998 年起作为杭州市的试点城区，就着力改
革学业评价制度，推行小学生取消分数，实行
等级制学业评定。
石向阳

绘

/ 媒体广场 / 关键词：高招诈骗

重拳打击高招诈骗
随着各地高考分数陆续公布，考生及家长进入令人焦虑的报考志愿期，而此时也是涉高考招生类诈骗的高发期。据媒体报道，2013 年至 2017
年，仅北京市就审结涉高招诈骗案件 34 起，总案值共计 4224.5 万元。不管高招诈骗手法如何变化，考生及其家长都要擦亮双眼，谨防上当。

正确面对分数战胜高招诈骗
高招诈骗的长期存在，
是我国
高考制度对社会成员前途命运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个表现。正因
高考对一个人的未来如此重要，
才
有人不小心走了旁门左道，
最终上
当受骗，
人财两空。这其中有些诈
骗的持续时间很长，
等到受骗者从
学校毕业拿了假的学历证书，
才知
道上当了，
这给受骗者造成了持续
数年的经济损失。为了维护高考
制度的尊严，为了减少考生、家长
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打击高招
诈骗应该不遗余力。
在想上大学、想上好大学的
渴盼心情之下，一些考生、家长

在面对骗子自吹自擂而又语焉不
详的欺骗时，往往容易失去辨别
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部
门理应把好最后一道关，帮助考
生、家长应对可能出现的骗术。
在发放各省份招生计划的同时，
可以制作一份预防高招诈骗的宣
传品，发到每名考生手中，告诉
他们针对考生的招生诈骗有哪些
形式、何种危害，告诉他们一旦
被骗应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与
此同时，可以把近年来发生的典
型诈骗案件汇编成册发给考生，
用案例增强他们的防范意识。
此外，还可以依托目前在学

校的教学管理中非常盛行的家长
微信群、班级 QQ 群等平台，在报
考期间及时发送各类防骗信息，
比
如野鸡大学名单、诈骗案件特征
等。教育部门还可以鼓励家长在
这些社交平台上反映情况、
核实信
息，遇到诈骗及时举报，帮助家长
有效交换反诈骗信息。
从根本上讲，一些考生、家
长上当受骗，要么是想凭一个相
对较低的分数上一个相对较好的
学校，要么是想凭一个非常低的
分数上一个正规大学。恰恰是因
为自己的心中存有如此不切实际
的想法，才会被诈骗者轻松利用。

其实，高考落榜固然不是好
事，但并不是考生个人成长过程
中不能解决的难题。只要认真复
读备考，还是有考上理想学校的
希望。即便今后不再走高考这一
条道路，个人价值也绝非从此无
法实现。很多人都未必有出彩的
文凭，却依然有着发光的人生，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用实事求是的心态面对自己
的分数，
拒绝任何突破规则和规矩
的非分之想，
这应该是考生和家长
面对诈骗时最好的防骗利器。
（本文作者李明宇，原载 《中
国劳动保障报》，有删节）

招生骗局怎能一再上演
近些年来，在全国各地，因
为相信能安排孩子上名校被骗的
案例并不鲜见。数据显示，从北
京市三中院 2013 年 8 月底建院至
今年 5 月 30 日，该院及辖区法院
审理的涉及招生录取类的诈骗案
件 41 件 。 去 年 有 媒 体 披 露 ， 男
子肖某自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
部领导，可以把孩子安排到国防
大学上学、解放军报社工作，并
以需要垫付经费等为由，先后 37
次诈骗亲戚钱款 200 余万元。肖
某因犯诈骗罪，目前已被法律制
裁。

骗子频频得逞，看似其本
骗子声称认识大学的人，可以追
“走捷径”等灰色途径，有关部门
领高，或者受骗者傻，更深层
加招生名额；骗子声称大学还有
也要依法惩处招生骗子。更要注
次的原因可能在于，骗子们充
少量预留的“内部指标”，交钱
意的是，各级招生机构及各高等
分利用高校招生中曾经存在的
“通过关系”就可以搞到；骗子声
学校实施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时，
某些不规范现象，以及由此给
称因有学生没来报到，可以补
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阳光招
社会公众带来的“走后门”招
招、补录，顶替名额；骗子声称
生、规范招生，不得游离于正常
生等消极印象。因为以前存在
可以让未被录取的学生进入大学
工作体制之外招生，不得违规委
所谓“内部指标”等灰色操作
跟读，正式录取手续以后补办， 托中介招生，更不应再留出所谓
的土壤，导致如今虽然高校招
等等。毋庸讳言，骗子的这些话
的“内部指标”
。唯有如此，才能
生越来越阳光、规范，仍有少
或许上演过，而这也是导致骗子
彻底扫清招生中的不正之风，使
数人相信所谓“内部指标”，从
频频得逞、至今仍有人上当的重
得骗子无立足的土壤，使招生公
而被骗。
要原因。
正、公开。
近日，高校和教育部门多次
因此，公众固然需要提高防
（本文作者柯锐，原载凤凰
披露几种常见的招生诈骗手法： 范意识，避免企图走“找关系” 网，有删节）

让高招骗局
无处遁形
每年高考结束，考生们等待录取通知书时，
一些高招骗局便开始陆续登场，致使一些家长进
了骗子的圈套，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
耽误了孩子的学业。
之所以高招骗局有生存的土壤，主要原因是
家长的侥幸心理作怪；二是高考招生制度尚不够
十全十美，让骗子钻了空子；三是监管部门监督
不力。
因此，针对高考招生骗局，家长要消除侥幸
心理，坚决不相信“偏方”，理性对待孩子上大
学。成功没有捷径，努力不够，就不要想着天上
掉馅饼的好事。哪怕是孩子高考失利，也可以考
虑复读；即使目前所考取的大学不理想，也可以
在未来通过考研进入自己的理想大学。高考招生
中打着各种旗号的骗局，往往抓住了家长的侥幸
心理，达到行骗目的。
同时，不断完善高考招生制度，让各种高招
骗局无处遁形。高校在学校章程建设过程中，还
要继续完善招生管理和监督机制，对关键岗位和
敏感环节加强监督，对涉及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
要有记录。在招生工作中，
层层签订工作责任状，
责任到人，
责任到岗，
并根据存在的问题调整改善
程序，
采取相应措施，
做到防骗教育指导。
此外，相关部门还要加强招考环节的监督力
度，
让规则在阳光下运行。没有捷径可走时，
高考
招生骗局自然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在高招录取
期间，
可成立专门的高招防骗组织机构，
专门打击
高招犯罪。在网上公开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监督举
报电话及邮箱，
对涉及违反招生政策、
规定与纪律
问题的投诉举报，
要及时应对，严厉打击。
（本文作者李丽贤，原载蒲公英评论，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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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教育
应何去何从

好大学少不了浓浓的人情味儿
一周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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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教育不外乎在做两件事
情，一是传授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所积累下
来的知识；二是培养学生发现新事物的能
力。前者是要帮助人们爬上巨人的肩膀，
后者考虑的是如何培养人们所说的创造
力。有人说好奇心、求知欲与生俱来，与
之相生的创造力因此也不必专门培养，只
要不被扼杀就好。如果真是这样，一二之
间便也不必有时间的先后。大多数人认为
中国的教育更注重一，也许是八二开。西
方的教育也许更注重二，大概是六四开。
然而不论以何种教育类型为主，在信
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课堂教育
都 已 不 能 完 成 其 最 初 的 目 的 。 20 世 纪
前，知识或者人类积累的信息大约每 100
年增加一倍。而今天，每一两年就会翻
番。接下来，随着物联网的发展，有预测
称每 12 小时人类知识量就会增倍。我们
也许还不能感知这种几何式增速，但相信
大家对周边科技发展于生产、生活带来的
经常性变化都有切身体会。
以前十年寒窗，即使不能学贯古今，
但至少可以熟读四书五经。读文学、读历
史、读经典，可以教会你做人做事的道
理。要想在当今社会懂得如何做人、做事
（先不谈如何做世界人、做领袖），不仅要
学习经典，也要了解数学、科学、社会科
学、语言学等的前沿成果。在科学、信息
高速发展的今天，试问我们要用多少个十
年才能站在当今巨人的肩膀上？当然知识
也有更新和替代，不必都掌握，但变化之
快，让学生甚至是学校很难跟上节拍。
工业革命前的农业社会，经济、社会
发 展 缓 慢 （世 界 平 均 GDP 每 年 增 长
0.3%），知识的增长自然也不会很快。工
业革命后期的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
知识爆发式增长。以前的教育模式习惯将
所有必要的知识都传授于学生。因为社会
变化缓慢，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碰到类
似的情况可以引经据典地分析与解决问
题。而在社会变化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
碰到的多数问题都是课本上没有的。如果
现代教育依然维持现状，试图找寻并传授
可能用到的知识，就像在知识的海洋中大
海捞针。如果教育的目的依然停留在根据
时代需求来传授相应知识，将会永远比时
代慢半拍。
我们不能怪课本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信息量使课堂教育无法
与之相匹配。信息科技的发展导致了知识
的激增，同样，我们也需要使用科技手段
将知识储存起来，而不是无选择地放在脑
子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培养获取知识的
能力，而不仅是获取知识本身。在面对新
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利用学习能力，首
先分析出问题的重要元素，然后知道去哪
里获得解决问题的相关信息，最后是了解
获得相关信息的渠道。这种学习能力的培
养或许才是当今学校和校外教育的核心。
社交媒体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因公
司管理用户私人信息不当被美国国会要求
参 加 听 证 会 。 当 被 一 位 84 岁 议 员 问 到
“用户不交费你们靠什么挣钱？”的时候，
扎克伯格很诧异，愣了半天后回答道：
“我们打广告。”脸书大约有 5000 亿美元
的市值，是规模排名世界前十的公司。然
而，不知道有多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
人，和这位美国议员一样，不了解大约同
等价值的国内一些互联网公司的商业模式
是怎样的。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可能造成
很多受过教育的人被快速淘汰，如何培养
下一代随时随地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是教育
者要考虑的问题，是教育的重中之重。如
何培养自己，时刻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是每
个学生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本文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
院中国项目主任，原载澎湃新闻，有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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