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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看书、拍毕业照⋯⋯高考
结束，高考生们旋即迎来“后高考”
时代的丰富生活。媒体记者发现，如
今的考生们在“后高考”时代表现得
更为理性平和，以往人们印象中那种
撕书庆祝、熬夜醉酒、疯狂发泄等过
度放纵的不良现象，正变得少见。

如 果 说 高 考 更 多 地 是 在 比 拼 智
商，学生在后高考时代更多地是在比
拼情商，而能否有效控制自身情绪是
情商的重要指标。倘若学生在高考后
陷入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是自我调节
情绪能力欠缺的表现。高考生大多正
值 18 岁，在我国，这意味着他们成为
了法定意义上的成年人，高考某种意
义上是他们向全社会宣告成年的集体
成人礼。长大成人意味着他们需要对
自己的一切言行完全负责，更要开始
逐步学会承担社会责任。因此，高考

帮助年轻学子完成了心理上的一次飞
跃，让他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过往十
余年的求学经历，总结成败得失，明
确未来的求学计划乃至职业规划。

高考结束不久，广大考生就要面
对填报高考志愿这一重大考验，“考得
好不如报得好”的说法虽略嫌夸张，
但填报志愿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某种
程度上，高考成绩决定了学生能进入
哪一层级的大学，而志愿填报不仅决
定着考生具体进入哪一所大学、就读
哪一专业，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学生今后职业生涯的走向，其影响所
及往往不止四年，而是数十年。明白
这些，高考结束后的学子，还能肆无
忌惮地放飞自我吗？

当有些学生在高考后开始近乎疯
狂地组织聚会、睡懒觉、安排旅行
时，另外一些学生已在为大学生活做
准备。笔者几年前在北京某著名高校
采访自主招生考试时，一位外地来京
考生告诉我，他打算本科毕业后继续
读研，备考自主招生测试之余，他已
开始研究历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试
题，而当时他尚未参加高考。当然，
并非每个学生都拥有超强的学习能
力，但明确的学业目标、永不懈怠的

学习态度，应是每个对未来有追求的
学子始终保持的状态。

大学英语、高等数学等在我国高
校通常属于所有学生都要修习的重要
课程，学习难度和面临的考试压力并
不比高中阶段小，学生有必要提前做
好心理准备并开展学习。一些欧美国
家有所谓大学先修课程，这一制度设
计有助于学生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平
稳过渡，这种过渡既是学业层面的，
也是心理层面的，可以有效避免学生
产生懈怠心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
因，高考在我国被赋予了太多的附加
意义，但究其本质，高考只是一次学
业测试。“高考”二字闪耀的光环更多
地是社会和公众持续赋予的，这一定
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教育事业
和教育公平的重视程度，但也容易让
部分考生产生些许迷失，把高考本身
当成一个重要结果来追求，误以为参
加完高考就完成了某项重大任务，此
后就可以不用再努力学习，就可以好
好放松放松，“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了，这实在值得所有学子及其家长警
醒。

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
计将超过 50%，这在国际上被公认为

高等教育实现普及化的标志。因此，
今年的高考有着非凡意义，它是一个
重要分水岭，恢复高考 42 年后，上大
学对于莘莘学子来说，真正从一个有
难度的梦想成为跳一跳就能摸到的目
标，正因如此，新时代的年轻学子更
应以一种平常心看待高考。

高 考 不 是 结 束 ， 而 只 是 一 个 小
结，它在求学生涯中的重要性无需多
言，但对它的过度重视既不符合事
实，也会产生较多负面后果。没有哪
个拔尖创新人才是仅仅在高考中取得
好成绩就功成名就的，相反我们看到
了太多在高考中表现优异，而后却陷
入“大时了了”尴尬境地的学子。教
育部门近年来一直强调要扭转“玩命
的中学，轻松的大学”这一不合理
现象，那种以为“上了大学就轻松
了”的观念，早就过时了。

从考生到家长，从学校到公众，
唯有认识到高考只是事关升学的一次
重要测验，真正为高考祛魅，才能不
至于让年轻学子们为之产生巨大的情
绪波动。而年轻学子们更要明白，高
考虽结束了，求学之路才只是从山脚
刚刚起步。

（作者系本报记者）

奋斗仍是“后高考”时代关键词
杨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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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题为 《被“假精致”掏
空的年轻人》的文章引发无数人共鸣。

这是“假精致”的群体画像：小家
电，非名牌不用；赏樱花，非日本不

“刷”；吃面包，非“全麦”不碰；选服
装，非“设计款”不穿⋯⋯随着物质条
件的改善，民众对精致生活的追求渐趋
热切。然而，当下一些年轻人超越自身
实际，过度追逐所谓“品质生活”掩盖
下的预消费、高消费，无孔不入的“精
致”透支钱包，掏空身心，侵蚀灵魂。

一句话，穷讲究、爱作秀，在“假
精致”中焦头烂额、在“假优雅”中耽
于人设。最终，道理假装记了很多，人
生却过得千疮百孔。生活弄得像拍偶像
剧一样，处处精致展览却又无人“打
赏”，经济破产、情感空洞，徒剩下虚
荣的“仪式感”。

年轻人的“假精致”或许并不是个
伪命题。不妨看看下面这些数据，有消
费调查显示，我国90后在借贷市场中占

比高达 49.31%，位居亚洲同龄人首位。
而其中有 28.57%的人使用消费贷款，是
为了偿还其他贷款。在搜索引擎中输入

“大学生借贷”，就有 50 多万条最新消
息，几乎每两三天就有媒体爆出一则大
学生深陷借贷“旋涡”导致涉黑、失足
的。这些面上的数字，足以叫人感喟良
多。

追求精致生活当然无可厚非，努力
奋斗就是为了先把小日子过好。法国哲
学家让·鲍德里亚在 《消费社会》 一书
中指出，我们通过消费购买物品不只是

“当作工具来使用”，亦是“当作舒适和
优越等要素来耍弄”。因此社交软件上
那些目眩神迷的物质生活场景，不仅是
商品与服务本身，还代表着“我有消费
它的能力”式的炫耀。当然，谁也不会
看穿这个大牌包包或者这顿高级午餐攒
了多久的钱抑或分期了多少次信用消
费。不过，如果精致生活是靠信贷或破
产来支撑，这样的“假精致”迟早会成

为黑色无底洞，不仅吞噬年轻人的经济
信用，更会给社会生活带来无穷隐患。

而真正的问题是：年轻人的“假精
致”是谁带坏的？一个成年人，当然要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但不得不说的
是，两种亟待纠偏的潮流，也在这种

“假精致”上推波助澜着。
一是信用透支被热捧。多少年前，

我们就经常用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
买房的故事来忽悠自己人，说你要提前
消费、你要借贷消费，弄得量入为出过
日子好像是种耻辱。几张信用卡、几家
网贷平台，让这代年轻人的日子过得

“潇洒惬意”。最后的结果是加速了全社
会储蓄率的下降、家庭债务急速上升。

二是消费主义正盛行。作为拉动国
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的作
用毋庸置疑。不过，咖啡店引发“全武
行”的一个杯子、服装店引发争抢骚乱
的一件联名 T 恤衫，寄寓其间的消费主
义，显然早已超越经济学的消费概念，

而成为社会文化的一种思潮。消费主义
文化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对物
品 的 绝 对 占 有 和 追 求 享 乐 主 义 为 特
征，以消费为目的、为消费而消费，
主张追求消费的炫耀性、奢侈性和新
奇性，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消遣
与享乐主义。这些年来，在商业消费
文化的鼓吹与怂恿之下，在新媒体和
自媒体无节操的呱噪与推动之下，纸
醉金迷的消费主义正在消解经济适用的
简朴主义。过度消费主义之下的美国次
贷危机、日本“消失的 20 年”，殷鉴不
远，尤须警惕。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句话出
现在2019年的高考作文题中。其实，在
勤劳的民族特质之后，中国还有上千年

“简朴”的生活逻辑。在优秀传统文化
回归的新时代，让“勤”“俭”二字熠
熠生辉在年轻人的人生字典里，这或是
对抗“假精致”的治标兼治本之计。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假精致”暴露青少年教育真课题
邓海建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
近日印发 《关于 2019 年中小学教
学用书目录的通知》，要求中小学
教材中不得夹带任何商业广告或
教学辅助资料的链接网址、二维
码等信息。

近些年来，教材夹带广告等
行为时有发生。比如，前些年某
地方就发生过英语教材夹带有活
页广告，封底等其他地方印有各
种英语产品等宣传信息的事情。
从防微杜渐、警钟长鸣的角度来
说，教育部重申中小学教材中不
得夹带任何商业广告或教学辅助
资料的链接网址、二维码等信息
是必要的，也是务实之举。

之所以说是务实之举，是因
为尽管教育部一再重申这一规
定，现实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出版
商和出版机构打擦边球的事情。
比如，为了回避监管，一些地方出
台的教材封底出现书目推荐、附带
腰封、书签广告，通过二维码等方
式间接链接广告的行为。这些行
为之所以出现，就在于中小学教
材没有与商业行为划清界限。

分析这类行为一再出现的原
因，很大一部分在于一些出版商
和出版机构认识不到其“性质恶
劣”。众所周知，现如今商业广告
无处不在，人们对商业广告的免
疫力越来越强，甚至也会为了实
惠，而对一些商业广告对自身利
益的侵蚀睁一只眼闭一睁眼。但
现实是，教材不同于一般的事
物，教材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
的体现，其在传递给孩子们知识
的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这就意味着教材有着其
神圣性，任何商业的行为都应该
对其有所敬畏和回避。这应该是
一种原则，也是一种底线。也正
是如此，这一原则才上升为了我
国的法律。《广告法》第三十九条
规定，不得在中小学校、幼儿园
内开展广告活动，不得利用中小
学生和幼儿的教材、教辅材料、
练习册、文具、教具、校服、校
车等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广告，但

公益广告除外。
退一步而言，只是从教育的

角度来说，教材也是应当与商业
行为划清界限的。作为教育工作
的从业者，我们应该知道中小学
生年龄还小，正处于心智发育还
没有完全成熟的阶段，此时的他
们对商品缺乏辨别的能力，更何
况是充满宣传意味的商业行为
了。换句话说，此时发生的任何
夸大的宣传或者欠妥当的宣传行
为，都会严重影响孩子对教材甚
至对教育的认知，进而影响他们
的价值观。一个简单的道理，近
些年来，我国一直在努力为中小
学生减负，同时也在对教育培训
市场进行规范，此时，如果教材
上出现了教辅等广告，会让孩子
们怎么想？

当然，中小学教材要坚决与
商业行为划清界限在很大程度上
是对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要求。
教材的编写、印刷、发行牵扯的
环节很多，这就必然会产生很多
利益链条，带来很多利益方的掣
肘。教育部一再下文，是对各个
利益方喊话，更是对各级教育主
管部门喊话，各方如何进行自我
监督和约束，是一个时刻需要思
考和自我提醒的命题。

早在 2011 年教育部办公厅发
布的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启动义
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修订送
审工作的通知》 中附带的 《义务
教育教科书编印规范》 规定，教
科书内不得有广告内容，到后来

《广告法》 将这一原则上升为法
律。法律法规的成熟体现的是人
们对中小学教材要坚决与商业行
为划清界限这一理念的更深入的
理解，对这一原则更深层次的信
仰。因此，相关部门在传达教育
部的文件的同时，应该意识到自
己身上的责任和担子，以及人们
对自己的期待。做到有所思，有
所变，以问题为导向，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进而建立起健全
的日常监管制度。

（作者系出版社编辑）

中小学教材要与
商业行为划清界限

胡六一

6月8日下午，高考最后一场
考试即将结束。安徽合肥十中考
点大门外，已聚集了多名考生家
长。5 时许，英语考试结束，考
生陆续走出考场。一位身着黄色
T 恤的高个小伙从大门走出，径
直走向人群，突然跪了下去，对
着母亲高声说，“妈，谢谢您，这
些年您辛苦了”。母亲见状，双手
抱住儿子的头，哭了出来。

这一跪，源于深情流露，也
属于真性表达。可怜天下父母
心，父母对孩子的爱永远都是伟
大而无私的。为了能给孩子们创
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消除他们
的后顾之忧，几乎所有家长都作
出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考场内紧
张而抑郁，考场外焦躁而不安，
考场内外的气氛高度相似。孩子
们学得艰难、考得辛苦，家长们
同样陪得艰难、陪得辛苦。每一
位家长，都会为了孩子的成功而
欢欣，也会为孩子的失败而惋
惜，孩子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无不凝结着父母的心血与付出。
是什么支撑起无私而不求回报的
父母之爱？是责任，是道义，更
是一种亲情伦理。

反 过 来 ， 孩 子 对 于 父 母 之
爱，又将作出何种反应呢？正如
一句名言所说：“父母对我们的爱
像路一样长，儿女对父母的爱却
像筷子一样短。”人必须生活着，
爱才有所附丽。没有一种爱是天
经地义的，孩子的成长与成功，
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回报与回馈。
于父母而言，孩子学习成绩好，

能考上名牌大学固然令人无比激
动，然乌鸦有反哺之意，羔羊
有 跪 乳 之 恩 ， 孩 子 能 知 恩 感
恩 ， 懂 得 自 己 一 切 来 自 何 处 ，
未来的努力在何方，拥有健全
的人格、健康的灵魂和高尚的
情 操 ， 才 是 最 丰 硕 的 教 育 成
果。一个人知道感恩父母，就
会感恩和回报社会，也就具备了
向上向前的强大动力。

多年前，在湖北某地举行的
一次“金秋助学”活动中，主办
方宣布：5 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
继续接受捐助的资格。原因是一
年多来，受捐助者中三分之二的
人未给资助者写信，有一名男生
虽然给资助者写过一封信，但信
中一个劲地强调其家庭如何困
难，希望资助者再次慷慨解囊，
而不见“谢谢”两字。“感恩”意
识的缺失也引起了诸多有识之士
的重视，呼吁千万不要让孩子成
为“冷漠的一代”，否则我们的社
会可能会失去起码的良心。感恩
是传统品质中的基石，蕴含着

“先成人，再成长”的朴素哲理。
一次跪谢，让所有的付出与

努力，都找到了情感的归宿与精
神的寄托，也让我们看到了青年
一代的新风貌。母亲抱孩子痛哭
的一幕，激发着情感的共鸣与心灵
的呼应，让人感到无比欣慰。高考
虽然结束了，但孩子成长之路却刚
刚开启，知恩感恩作为优良传统的
传承与延续，更让我们对青年一代
的成长充满信心与期待。

（作者系职员）

考点外跪谢母亲
彰显感恩的心

堂吉伟德

《半 月 谈》 记 者 调 研 发 现 ， 当
前，一些青少年产生了好逸恶劳、嫌
贫爱富、不劳而获等不良心态，折射
出当前劳动价值观的缺失和异化。如
何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
动，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
动、创造性劳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
题。

2015 年，教育部等部门发布 《关
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指
出，我国劳动教育存在诸多薄弱环节
和问题，劳动教育在学校中被弱化，
在家庭中被软化，在社会中被淡化，
中小学生劳动机会减少、劳动意识缺
乏，出现了一些学生轻视劳动、不会
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的现象。在笔
者看来，要培养青少年学生养成健康
的劳动价值观，一方面需要转变理
念；另一方面，必须推进依法治教，
要修订 《义务教育法》，把劳动教育
纳入教育方针，要求学校、家庭必须
重视对学生的劳动教育。

当前，一些家长和社会舆论偷换
概念，认为学生辛苦的学习也是劳
动，不能把劳动狭隘地理解为体力劳
动。这是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只重
视知识教育而不重视劳动教育的强行
辩解，很多父母为让孩子一心学习，
几乎包办孩子除学习之外的一切，不
少孩子连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缺
乏，这怎么能让孩子健康成长？

不少家长存在传统的“人上人”
观念，为一心让孩子做“人上人”，
就教育孩子鄙视劳动、鄙视普通劳动
者。这是“有毒”的成功学教育，对
很多家庭来说，也是失败的教育。由

于中高考升学还是主要用考试分数评
价、录取学生，因此，学校教育存在

“唯分数论”倾向，我国正在推进的
中高考改革，力图扭转唯分数论，但
学校和家庭对升学目标的功利追求，
加上部分地方教育部门也重视升学政
绩，一些学校将与中高考无关的教育
全部边缘化。包括在推进新高考改
革，对高中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后，
有的家长也反对学校组织学生进行社
会实践，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觉得这
是浪费时间，也增加学生负担。

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
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

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要在学生中
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
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
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
劳动、创造性劳动。因此，落实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就必须坚持“五育并
举”，直面当前青少年学生中存在的
不重视劳动教育的现状。

《教 育 部 2019 年 工 作 要 点》 提
到，要出台加强劳动教育的指导意见
和劳动教育指导大纲，修订教育法将

“劳”纳入教育方针，这一工作十分
重要。在修订 《义务教育法》 把劳动
教育纳入教育方针后，要依法要求所

有学校开齐开足包括劳动教育课程在
内的义务教育课程，为学校开展劳动
教育创造条件。同时，必须深入推进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建立科学的教育
评价体系，以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
引导学校走出“唯分数论”，让家长
转变“人上人”的错误观念。我国在
中高考改革中，都强调要发挥综合素
质评价在学校录取中的重要参考作
用，为此，要积极推进将综合素质评
价纳入中考，以及大学的综合素质评
价录取改革。既引导学校、家庭和社
会，真正意识到劳动教育的重要价值
和意义，又把劳动教育落到实处。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把劳育打造成素质教育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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