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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政府部门看中学校人员基数
大、易管理等“优势”，将政务类公众号、App的涨粉需求，以及
各类评比任务，通过家长群转嫁至学生家长，“指尖形式主义”
向学校蔓延。家长群扛起“政务KPI”，这样的跨界联动让教
师和家长都不堪重负。还家长群清净，让家长群回归其家校
沟通本义，需进一步厘清边界、加强监管，与此同时，学校、教
师和家长都要对此勇于说“不”。

（王 铎 绘）

家长群不是“涨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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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烟火气”，或许正是让作文考题走

出困境的一剂良药。

作文命题不妨多点“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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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人

历年来的中高考作文题甫一

出笼，便会引发网络吐槽，今年也

不例外。

笔者在浏览了今年的一些中

高考作文题以后，获得的基本印

象是“涛声依旧”，大多老套、无新

意，只是换了下“马甲”，让考生继

续写些励志类的豪言壮语，或者

故作高深地谈些行稳致远的感悟

而已。但这些“马甲”又让考生很

烧脑。

细想起来，此类现象的存在，

主要问题还是不少考题少了点“烟

火气”，让众多考生不得不迎合命

题者的预设，在不能写、不想写、不

敢写的状态下逼迫自己硬做文章。

今年的天津高考作文题以“烟

火气”为意象，要求考生通过对“寻

常烟火”的体悟，写一篇有自己思

考的文章。这倒是一个颇接地气

的立题角度。自从有了这个高考

题，“烟火气”上了热搜，对其的解

释也莫衷一是。在我看来，所谓的

“烟火气”，其原意当是指烧煮食物

的气味，隐喻为一种“普通民众生

活的味道”。与其相对的是“超凡

脱俗”，或者是所谓的“高大上”。

若这个理解成立，那么，多点“烟火

气”，或许正是让作文考题走出困

境的一剂良药。其基本“药理”或

为如下几点：

那份“烟火气”能改良考生获取

考题信息之后的话语环境，不至于

让一些考生见到考题便头脑空白，

只能没话找话地硬做文章。浏览近

年来的中高考作文题，让学生缺失

话语表达机会的题目比比皆是。要

改变这一点，就需要让考题有“烟火

气”，让生活在寻常百姓家中的考生

都能写点自己能写的话。

那份“烟火气”更有利于考生

充分表达自我，不至于因刻意追求

价值观正确而产生语言表达上的

障碍。原本是以考量学生思维力

与书面语言能力为目的的作文试

题，更多地成了对考生的道德判

断，这必然会严重束缚考生的思

想，进而影响他们的语言表达水

平。唯有打破这一点，考生才可能

写自己想写的真心话。

那份“烟火气”能观照考生对

生活环境的真实观察及思考，不

至于一味追求“高大上”的空洞表

达，或深陷审题泥沼。无论是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还

是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中，有关作文的要求，强调的都是

根据实际需要，用书面语言具体

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达自己的意

思。在高中课标中，还特意强调

了要“以负责任的态度表述自己

的看法，表达真情实感，培植科学

理性精神”。时下那些迫使学生

不得不说些大话、空话的题目，其

实是严重有悖于课程标准要求

的。要让考生能够正常写作，而

不是迫于考试，词不达意，迁就命

题者的个人喜好。

上述所分析的中高考作文题的

问题，其实是有解决的做法与经验

的。譬如，2019年的全国高考Ⅰ卷

作文题，要求考生面向本校同学写

一篇“热爱劳动，从我做起”的演讲

稿。这样的作文题便有着浓浓的

“烟火气”，考生既省去了审题之

累，也没有硬做文章之苦，可以有

一说一，直抒胸臆，其语言表达水

平、思维能力和社会性发展程度也

能在文章中有所体现。

作文对基础教育语文教学的

导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命

题不佳，被吐槽也是理所当然的

了。期待基础教育的考试命题改

革，从作文开始。

●学校是考生志愿填报指导的主渠道，高考

结束并不意味着教育及责任的结束，指导学生

填报好高考志愿是高中学校应尽的责任。

志愿填报指导服务高中学校不能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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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 涛

高考之后，考生和家长还将迎

来填报志愿的关键时刻。如何科

学决策，选择城市、大学及专业，是

每个家有考生的家庭迷茫纠结且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考得

好，不如报得巧”“志愿关乎命运，

命运决定未来”，在众多高考志愿

填报咨询机构的合力营销下，高考

志愿填报指导已经变为一桩热门

生意。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的

一对一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时常

令一些考生和家长遭受经济损失，

更为严重的是，还可能被误导，丧

失正常录取机会。

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异化为一

桩热门生意，究其原因是家长有

需求和学校志愿填报指导服务的

缺位。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志愿

填报对于考生的人生发展有着重

要的影响，填报不当可能造成退

档、滑档，考生和家长担心误解或

错漏相关内容而最终错失机会；

由于考生和家长缺乏志愿填报方

面的知识储备，很难厘清相关规

则；高考志愿填报从高考成绩发

布到志愿填报结束仅 5天，时间

紧，要从众多的专业中选出80个

平行志愿甚至更多，迷茫和纠结

在所难免。

从不少高中学校的角度来看，

高考志愿怎么填报，是考生和家长

的事情。即使有的学校有志愿填

报指导，也往往停留在举行一场志

愿填报的讲座、发放一些参考资料

上。而学校教师对志愿填报也缺

乏主动学习和研究的动力，往往难

以给前来咨询的学生科学的建

议。“学校靠不住，自己搞不懂，花

钱买个安心”也就成了家长们的普

遍心态。

2021年，教育部在部署进一步

做好考生志愿填报服务工作时指

出：充分发挥中学对考生志愿填报

指导的主渠道作用，全面准确解读

高考志愿填报相关政策、方法及注

意事项，增强考生志愿填报指导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由此可见，学校

是考生志愿填报指导的主渠道，高

考结束并不意味着教育及责任的

结束，指导学生填报好高考志愿是

高中学校应尽的责任。

做好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学

校一方面需组建专业的辅导团

队。挑选计算机操作水平高、工

作能力和责任心强的教师，组成

高考志愿填报辅导团队。每位成

员需接受高考录取规则、志愿填

报策略、高考录取数据库使用等

内容的专项培训，确保每位成员

能熟练、准确地掌握高考录取政

策，以及各批次、各类型的志愿填

报方法，并经过笔试和模拟实战

考核合格后上岗。另一方面需为

考生做一对一个性化辅导。志愿

填报相关规则、政策及策略的解

读等可以通过团体辅导式专家讲

座来进行，但具体到每个考生的

志愿填报方案，因其需求和实际

情况不同，建议方案也是极具个

性化的，需要在高考成绩发布后

至志愿填报期间为考生提供一对

一咨询服务，真正让学生得实惠，

不花冤枉钱。

此外，对于社会上高考志愿填

报指导乱象，相关部门需加强对社

会培训机构或个人开展志愿填报

咨询活动的监管，对于夸大宣传、

虚假宣传、收取高价咨询费用、违

规开展培训服务的中介机构和网

站等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切实保障

广大考生权益。

□金华星

这两年，劳动教育受到了空前重视，很多

学校纷纷开出课程、推出项目，设置和开发了

很多劳动教育内容，探索和实践着很受欢迎的

劳动教育途径和方法，学校劳动教育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

但不难发现，有的劳动教育仅仅局限在

“参观考察式的”到此一游，学生未能真实参

与，有的囿于条件仅仅满足于蜻蜓点水式的浅

尝辄止，有的只是隔靴搔痒式的点到为止，更

有甚者直接沦为摆拍式的作秀……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提出，让学生动

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

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

以此观之，原来的很多劳动或劳动教育，“出力

流汗”的要素和要求，严重缺席了。

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意志力的磨炼，

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懂得珍惜劳动成果等，往

往都要在经历较长周期、付出相当强度的“出力

流汗”的劳动实践中更容易获得。“出力流汗”，需

要在今后的劳动实践教育中激活和唤醒。

“出力流汗”，需要关注合适的劳动项目和

内容。“出力流汗”要求下的体力劳动，更要选

择那些有一定规模和体量的、在较大空间和场

域进行的、能够产生劳动成果和劳动效果的、

要求体力参与并付出相当力气的劳动项目和

劳动内容。因此，在设置劳动教育课程的时

候，需要统筹规划相应的劳动内容和课程项

目，创造配套的条件，提供相应的保障，配置必

要的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源，组织和安排好具体

的劳动活动和工程内容，保障学生参与一个完

整的“出力流汗”的劳动过程。

“出力流汗”，更要关注适宜的劳动强度

和时长。“出力流汗”观照下的劳动教育，不

再是那种到此一游的观光式劳动，不再停留

于完成任务的打卡式行动，也不再满足于点

到为止的体验式参与。它要求学生投入到

与他们的年龄相当的体力劳动中去，安排劳

动强度和学生年龄相适宜和匹配的劳动项

目，让学生真参与、真投入、真劳动，正确使

用工具，完成劳动任务，创造出真实的劳动

成果，完整地经历一个劳动项目，在具有相

当的劳动强度和相当的劳动参与时间的过

程中经受锻炼。

“出力流汗”，也事关劳动实践的标准和评

价。在劳动实践教育被弱化、淡化和软化的当

下，我们进一步强化劳动教育，目的在于通过

亲身劳动，让学生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创造的

不易，从而更好地培养珍惜劳动成果、体恤劳

动人民的感情；让学生在参与农事劳动、家务

劳动和简单的服务劳动等体力劳动的过程中，

直观地感受到劳动能收获成果、创造财富，能

服务他人、享受美好，从而体会到劳动创造价

值、生活需要劳动的朴素道理。这其中，“出力

流汗”无疑是一种显性的指标，是一项衡量的

标准，更可以成为一个事关取舍的评判。

“出力流汗”在劳动实践教育中不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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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准大学生
走向社会的重要一课

□夏熊飞

“后高考经济”的火爆可以理解：一方面，

随着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多数考生

家庭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考生高考后的

消费行为；另一方面，长时间的“学习压倒一

切”抑制了学生们的消费，“后高考经济”火爆

带有“报复性消费”的成分。

对于孩子的合理消费，家长在经济条件

允许的前提下不妨适度满足。家长还可以

好好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帮助准大学生上

好走向社会的重要一课。过去很长一段时

间，孩子被家长呵护得很严实甚至有些过

度，他们除了学习，对其他几乎不闻不问，导

致有些“不食人间烟火”，对社会上可能存在

的陷阱、危险也知之甚少，而“后高考经济”

恰好是促使孩子走出温室、接接地气的一个

契机。

在这一过程中，家长不妨充分放权，把主

导权交给孩子，自己则扮演好引导、服务、参

谋的角色。如通过不同产品的挑选，让孩子

学会辨别质量优劣；通过货比三家，让孩子知

道如何避开消费过程中的坑；通过预算规划，

让孩子不断提高财商水平；通过精打细算，让

孩子明白合理消费的重要性。

消费其实也是一门学问，并且伴随着每

个人的一生。在高考结束、大学尚未开学的

这段衔接期里，帮助孩子培养起健康、理性的

消费观念和习惯，对他们的大学生活乃至今

后的人生都将大有裨益。

此外，在“后高考经济”中，准大学生也并

非只是消费者，完全可以成为生产者，如通过

暑假工、兼职、练摊等方式参与到“生产—消

费”的过程中去。如此，在锻炼自己实践能力

的同时，体会赚钱的艰辛，进而在消费过程中

更加节约、理性。

在火爆的“后高考经济”中上好走向社会

的重要一课，既需要家长的科学引导，更需要

准大学生躬身入局。让这个假期过得充实而

有意义，从而为中学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为

大学生活开个好头。

新闻回顾 伴随着高考结束，1193万大军得以从繁忙的课业压力中暂时

解脱出来。寒窗十几载，一朝“得闲”之后，这届高考生们各显神通释放消费潜

力，一场火热的“后高考经济”大戏帷幕正式拉开。

▲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后高考经济”虚火过旺？
张弛需有度，消费需理性
□戴先任

考生寒窗苦读十几载，经过了紧张的高

考，有着放松心情、释放压力的需求，家长在

这样的当口，会尽量满足孩子的消费需求。

况且孩子高中毕业，大多已成年，家长会更

加放手，这让高三毕业生在暑假期间犹如出

笼的囚鸟。商家自然不会放过商机，争相抢

滩市场，“后高考经济”由此衍生。

然而，伴随着火热的“后高考经济”，一

些不和谐的场景时有发生：有的考生毕业旅

行相互攀比、炫耀，有的考生不顾一切追求

高端电子产品，有的考生盲目跟风整形……

针对“后高考经济”，家长不能完全放

手，要帮助孩子学会甄别，引导他们理性消

费，避免奢侈浪费，尤其要防范孩子受到无

良商家的欺诈。学校也要加强宣传教育，引

导学生理性消费。“后高考经济”乱象亟待市

场监管部门出手遏制，规范市场秩序，促进

市场回归理性、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后高考经济”的持续火热，也反映出

不少家长平时把孩子管得太严，把学习看

得太重，甚至把孩子当成学习机器，孩子没

有多少“自由时间”，只有等到高考过后，家

长才“法外开恩”，还他们以自由。有鉴于

此，家长更应在平时一点点放手，多给孩子

一些自由的空间，做到宽严相济、松弛有

度。如若向来对孩子管控过严，一朝又对

孩子失之于松，让孩子如脱缰的野马，那么

面对光怪陆离的“外面的世界”，他们极有

可能失之理性。

一言以蔽之，张弛需有度，消费需理

性。说到底，“后高考时代”只是考生人生的

一个必经阶段而已，没必要“嗨过头”。

祛除“后高考经济”的虚火

□李 平

高考后的这个暑假，对于 1193 万考生

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过去在这里画

上了休止符，人生新的旅程尚未开启。在这

段不算短的时间里，他们告别了长达数年、

无休无止的课业负担，手头或许还有了充裕

的零花钱，其释放出的消费能力，让一众商

家铆足了劲儿抢占先机。

虽说有需求就有市场，但近年来“后高

考经济”火爆背后折射出的种种问题，引人

深思。首先，一众商家的花样层出不穷，甚

至有些变味。眼下，志愿填报俨然已异化为

一门庞大的生意，天眼查数据显示，中国目

前共有超过1500家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含

志愿填报，而在2013年前，全国志愿填报相

关企业年度注册数量仅为个位数。良莠不

齐的市场，难免会让一些家长折了钱财不

说，还为孩子的未来“添堵”。

“颜值经济”也早早盯上了考生群

体。医美热潮不知不觉间已呈现低龄化

特点，各类医疗美容机构又岂肯放过一年

当中的这个绝佳机会，纷纷打出“毕业季，

整容季”等蛊惑人心的口号，吸引爱美的

准大学生们。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

高考后，前往整形医院咨询的人数和手术

量比平时增加 25%以上，其中 70%都是当

年的高中毕业生。

其次，过热的消费市场带来了盲目消

费、过度消费甚至攀比成风，不仅让很多家

长难堪重负，也不利于学生们的成长。一方

面，准大学生们作为刚需人群，利用这个暑

期的黄金时间学车、充电等，催热了市场；另

一方面，市场氛围的营造、商家的鼓吹也让

越来越多的家长、学生被裹挟到这场消费狂

欢中去。在这样的情境下，家长尤其需要保

持清醒的头脑，合理评估孩子的需求，量入

为出，切不可盲目攀比，推波助澜。

祛除“后高考经济”的虚火，让一切回归

理性，让学生远离喧嚣和商家的鼓噪，静下

心来沉淀自我，更好地为未来“续航”，这才

是大众期待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