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愿”参加的夏令营，家长能拒绝吗？
□ 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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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丹阳市公安局练湖派出所
近日接到辖区某快递公司快递小哥
的报警。 这名快递小哥称， 他收到
14 份上海某技术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快件。 因往年大学录取通知书都
是由邮政快递送达考生， 于是他心
生疑惑。民警调查发现：这是骗子邮
寄的假录取通知书。

（7 月 7 日 《彭城晚报》）
首先需要感谢 “有良心的快递

小哥”， 在呈送快件的时候心生疑
惑， 将收到的录取通知书直接送到
了派出所。 警察调查发现：14 份录
取通知书都是假的， 是一诈骗团伙
伪造的，顺着这个线索，警方将诈骗
嫌疑人抓获。

假如说，接到“送达任务”的不
是“有良心的快递小哥”，结果可能
有这样几个：其一，快递小哥将“虚
假录取通知书”送给孩子和家长，孩
子和家长高高兴兴“笑纳”，这只是
“空欢喜一场”；其二，家长可能会落
入骗子的陷阱里， 被诈骗了钱财还
浑然不知， 直到开学了才发现遇到
骗子。

发放“虚假录取通知书”不是什
么新闻。 笔者以为，拦截“虚假录取
通知书”应该成为社会责任。也就是
说， 所有牵涉行业都应该多做些事
情。

首先 ，“凡是正规的录取通知
书” 都是邮政快递渠道送达的。 那
么， 这些普通的快递公司何以还是
“承接录取通知书投递”业务？ 很明
显，这些快递公司是违规的。只为了
收取投递费用，就将“虚假录取通知
书”进行投递该当何罪？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关注，“虚假
录取通知书” 是谁印刷和模仿的？
“虚假录取通知书”多是通过一些街
头复印店和不规范的印刷厂模仿印
制的， 这些助纣为虐的复印店和印
刷厂是不是也该追究责任呢？

另外， 这些高考孩子的信息是
如何被骗子获取的呢？ 信息泄露的
病还没有治愈吗？

总之，切莫为了蝇头小利将“虚
假录取通知书”送给孩子和家长。拦
截“虚假录取通知书”不能只靠好心
的快递小哥。

从 2017 年 10 月起，浙江杭
州市凤凰小学正式推出“轻声教
育”， 要求学生在不同场合使用
相应等级音量说话。 校长缪华良
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国民素
养要具备国际水准，其中很重要
的一条就是———不同的场合控
制说话的音量。

（6 月 30 日 《钱江晚报》）
不论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还是图书馆、电影院等公共空间
中，人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人旁若
无人地大声说话。 即使在私人空
间里，不同家庭成员之间也可能
因为打电话 、看电视 、放音乐等
音量问题发生不愉快。 在利益主
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今
天 ，陌生人之间 、邻居之间乃至
熟人之间，都可能因为音量问题

产生纠纷与矛盾。
在沟通、 情商日益受到重视的时代，人

们不仅需要学会“有话好好说”，学会有效表
达，也需要把握好说话的音量，张弛有度、收
放自如。说到底，有理不在声高，说话的音量
也需因时、因事而变，不分场合、缺乏群己界
限的“有话大声说”非但不能赢得脸面，反而
容易暴露出自己的文明素养不高。

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 也要告
诉孩子如何为人处世。 “轻声教育”并非一
刀切地要求孩子们降低音量， 而是要求他
们根据不同的场合、 情境来控制自己的音
量。 这实际上是一种关乎规则与边界的教
育———“宜小则小，宜大则大”。 专注倾听、
就餐等，要 0 级音量静无声；课堂上同桌交
流，或课间两人交流要用 1 级音量悄悄说，
尽量不让第三人听到；课堂上当众发言，用
3 级音量平常说， 让全班同学都能听到；在
阶梯教室舞台上，用 4 级音量大声说；户外
活动、集会演讲、室外运动比赛等，用 5 级
音量放声说……

学会和他人打交道， 是一个不可或缺
的社会化历程。 缺乏规则意识和边界意识，
心中只有自己却没有给他人留下足够的位
置， 势必导致一些原本应该安静的场所变
成人声鼎沸的菜市场。

作为育人手段，类似“轻声教育”的教
育理念和方式值得推广和借鉴。 当“轻声教
育”越来越普遍，未来的社会秩序和公民素
养也将更值得期待。

﹃
轻
声
教
育
﹄
关
乎
文
明
和
素
养

□

杨
朝
清

福建泉州某中学文科重点
班的应届毕业生近日联手打出
“暑期精品课程”招生广告，在社
会上引发争议。 这份在网上流传
的招生广告称，“师资优质有保
障”“高考成绩优异，数名同学考
取清北人复等优秀高等学府 (预
录取)，更有泉州市文科总分第一
名加盟”“学习方法系统成熟，向
即将步入高中或是已进入高中
学习却不得要领的同学们分享
宝贵学习经验”。

（7 月 3 日 《中国青年报》）
这些应届高考“学霸 ”们趁

热打铁，推出“暑期精品课程”，很
有商业头脑。 对于这些高中毕业
生来说，在暑假期间很有必要多
参加一些社会实践，而他们将自
己考取高分的经验分享出去，对
于学弟学妹们来说也不无裨益。

有人指责这些高分学生急
于变现，太急功近利，这样的指责是一种不
必要的 “道德洁癖”。 对于这些高分学生来
说，能够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让学弟学妹
们有所教益，又能从中赚得人生的“第一笔
钱”，体现了知识价值、劳动价值，还锻炼了
自己，这样两全其美，有何不好？不仅不应指
责，还应给予鼓励。

但这些高中毕业生推出的“暑期精品课
程”，却涉嫌违法。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规
定，不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开办教育培训机
构，首先都必须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取得办学资格后方可向社会招生。 无证
办学不仅会被勒令整改关闭，还会对开办者
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严重
的还会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
教育部也规定，未取得教师资格证者，各培
训机构不得聘用。

虽然这些毕业生的想法很好，但所作所
为要能合法合规。 对于他们来说，参加社会
实践，是他们迈向社会的第一步，这第一步
异常重要，不能迈“歪”了，不能踩了法律红
线，否则容易误入歧途。

这些高中毕业生已经成年，他们可以去
打暑假工， 而对于那些有丰富学习经验的
“学霸”，也可以与培训机构合作，培训机构
可以聘请他们为“客座讲师”，只讲自己的学
习心得，而不担任教学任务。 这样就既能规
避法律风险，又不至于误人子弟。

毕业求职，拼颜值不如拼才华

随着暑期和新一轮毕业季的来临， 商家们再次把目光瞄准了消费
能力逐渐增强的学生群体， 其中不乏医疗美容机构，“暑期速美”“大学
生就业整形专场”再次引发关注。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如果毕业生过分将就业希望寄托在提升自
己的外貌条件上，企图从通过“美颜”获得就业捷径、转移就业压力，就
难免本末倒置了。 说到底，就业比拼的是毕业生的综合实力。 面对越来
越严峻的就业现实，毕业生要努力提升自我的核心竞争力。 薛红伟

拦截“假录取通知书”
不能仅靠良心快递小哥

□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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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社会经验太丰富， 人们也知
道，在真正的 “自由选择 ”和赤裸裸的
“强制”之间，是大片的属于 “被自愿 ”
的灰色地带。 理论上， 学生和家长确
实有选择的自由， 没有老师来强迫交
钱。 但是， 也没有老师来保证如果你
不去、 不交钱， 未来一定不会受到区
别对待 。 对于大半孩子和家长来说 ，
从一开始就因为这不大不小的费用 ，
在老师、 学校那里给自己贴上 “不合
群”“不配合 ”的标签吗 ？ 相信在大多
数人的权衡中， 这个风险还真不值得
冒。 于是乎，大家就纷纷自愿了。 校方
吃定了这种心态， 承担夏令营或者研
学活动的第三方运营机构也对这种潜
规则很清楚。 校方和第三方运营机构

对办夏令营如此积极，是真的为了素质
教育，还是把夏令营当成“唐僧肉”，各
方应该心知肚明。

不过， 总还是有不合作的少数派，
否则就不会有人去反映问题了。 早在
2014 年， 上海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
只不过矛盾的焦点不是收钱而是补
课。 嘉定区一中学针对高一高二年级
推出夏令营，还明确了不收费、不上新
课的条件，也给了学生自由选择权。最
终因为部分学生坚持反对这种换个马
甲上课的方式， 校方最终取消了这个
计划。

多年以来，学生或者家长“被自愿”
交钱、投票或者参加一些活动的新闻屡
见不鲜。 曾经有人尖锐地指出：虽然校

方打着“自愿”的幌子，看似给了家长和
学生选择的自由， 但是在现有的环境
中，这样的自愿根本没有意义。 说得严
重一点， 这是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对
处在弱势地位一方的一种隐性敲诈。

此外，即使是一些真真切切自愿的
夏令营，到底是去学还是去玩，这里面
也有很大水分。

夏令营的怪现状，已经不是一年两
年了。 祛除这种顽疾，光靠一些勇于说
不的学生和家长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林
林总总的问题，各级教育管理部门每年
都会三令五申，明目张胆的违规已经不
太多见，但如何处理这种“被自愿”的情
况，如何厘清灰色地带，还需要监管有
针对地发力。

暑期已至，各种夏令营、研学团纷纷登
场。这些年来，不少夏令营已经变味，但对于
准新生和家长来说，面对新学校要求参加的
收费夏令营，就算觉得有点不对劲，也缺乏
拒绝的勇气。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有网民
反映江苏盐城亭湖高级中学强行要求高一
新生交钱去外地参加夏令营，每名学生交费
1780 元，亭湖中学回应称，参加的其实是整
个夏令营“营学活动”，“军训、研学”只是整
个夏令营活动中的一些项目，“学生可以自
由选择去与不去，不存在强制一说”。

（7 月 6 日 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