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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涵涵

健将的称号。从弄虚作假的“少数民族
考生”，到一些少年儿童复制父辈的科
研“奇迹”，权势阶层想方设法钻高招政
策的空子为己谋利，由此也延伸出“昆
明中考加分人数占到总考生的 16.44%”
“宁夏的家长投资 500 万可加 10 分”、
人
大原招生处长
“花 50 万可降 200 分录入”
等“加分腐败”现象。此起彼伏的“滥加
分”
“乱加分”
等招录丑闻不断，
让公众对
于高考公平、
社会正义的期待产生信任
危机。
毋庸讳言，高考加分俨然成为新型
拼爹的潜台词，在优质教育资源匮乏、
社会监管不力的情势下，加分政策“虚
胖”不仅侵蚀了本就稀缺的优质教育
“蛋糕”，
更有损教育公平。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倘若父
辈有钱有权有门路，子女便可随意加
分，实现轻松抢跑并弯道超车，进入理
想高校，将大多数默默苦读的百姓后代

让﹃冷门专业﹄热起来

志愿服务岂能“明码标价”

鲍南

又到一年开学季，人们印象中
的“冷门专业”天文学，却意外备受
青睐。在谈及所选专业时，很多大
学新生热情满满，畅谈自己“星辰
大海的梦想”。
□
（9 月 16 日 《北京日报》
）
我国天文学教育起步较晚、基
础较弱，相关专业长期招生难、就
业难。但随着中国科技力量显著
提升，航天成果的井喷带动天文话
题在全社会升温，也产生了庞大的
人才需求。同时，居民收入水平的
上升，也让天文望远镜等专业器材
走入寻常百姓家，给大量孩子种下
“仰望星空”的种子。多重有利因素助推下，从
1999 年至 2020 年，国内几乎平均每年增加一
所高校成立天文系，毕业生们也大多实现了对
口就业。
其实不仅天文学，这些年，从“寒门学子钟
芳蓉报考古学”，到“古生物专业的毕业照只有
一个人”，不少“冷门专业”相关新闻引发了广
泛讨论。平心而论，一些专业之所以“冷”，很
多时候是因为领域相对枯燥、培养时间长、就
业门槛高，不过，这反过来也意味着，教师可以
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有限的学生身上，更容易产
生“小而精”和“小而美”的学习氛围。另一方
面，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许多将冷门专业选为
第一志愿的孩子，坦言自己是“心之所至”，在
强烈的兴趣驱动下，无疑更能培养出强大的专
业能力。
专业本不分冷热，学问更没有高低。事实
上，很多学科不仅不是所谓的“无用之学”，有
些甚至是科学之本、
技术之源。如果这些专业
因为关注度不高，或无法迅速在社会上“变现”
而无人问津，才是值得警惕的大问题。从争议
声中不难发现，公众对很多专业的隔膜也是刻
板印象导致的，需要各界合力进行疏导，把莘
莘学子心底的那份兴趣激发出来。比如，樊锦
诗扎根敦煌的事迹广为报道，在学子中产生了
巨大榜样效应；比如，
《我在故宫修文物》
《国家
宝藏》等节目的热播令历史、
文博“活”了起来，
吸引了大量考生报考相关专业；再比如，数学、
哲学、
物理、
化学等学科被纳入“强基计划”，选
拔了一批对基础学科研究有志向、有兴趣、有
天赋的优秀学生……
冷门专业热起来，是好的开始。为深耕专
业、
执着坚守创造条件、
提供阳光，更多梦想就
有拔节生长的可能。

远远抛在身后，显然是将父辈的身份差
异，演变成一种教育特权，造成新的教
育不公，
败坏社会风气，
影响社会稳定。
针对备受诟病的加分乱象，我国从
2015 年开始开展了多轮大规模清理、
整
治工作，也取得一定的效果，受到民众
肯定。此次教育部表示，要会同有关部
门推动少数民族加分更加精准，说明通
过清理规范高考加分，实现“大幅减少、
严格控制”目标将是教育部门过去及
未来的工作方向。
高考改革幅度之大，牵涉人数之
广，应当审慎周密。各地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要加强高考加分的风险评估，完
善和规范自主招生等高校招生选拔机
制，改革监督管理机制，加大违规查处
力度，提高违规成本，大力营造遏制“加
分腐败”的法治氛围，兴利除弊、
扬长避
短，让高招改革、教育改革真正成为培
养现代化人才、
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的强
大支撑。

新学年，一些高中生家长对学分要求中“三年不少于 40 小时”
的志愿服务犯了难，甚至动起了歪脑筋。有需求就有市场，在一些
网络平台上，志愿服务时长明码标价、随买随充，支付费用即可轻
松获得。志愿服务本身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其本意是让学生
从中得到锻炼并获得能力的提升，当志愿时长被广为售卖，学生极
易养成弄虚作假、不讲诚信的恶习，也败坏了教育风气，影响了整
个志愿服务环境。志愿服务造假的灰色产业链，务必要引起各方
重视。
王铎

近日，
国内某热门综艺节目
再次带火“深圳校服”；
微博话题
“深圳校服到底有多好看”更是
登上热搜榜，阅读量突破两亿
次。当人们在讨论深圳校服的
时候，
人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
（9 月 16 日 《南方日报》
）
细窥“出圈”的深圳校服，
其
备受喜爱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
点：
第一，外观简约、时尚。深
圳校服或蓝白相间、或黑白组
合，巧妙的搭配成就好看的式
样。据报道，
某奢侈品品牌推出
的夏季 POLO 新品曾“撞衫”深
圳校服，更是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其所引领
的
“时尚风”。
第二，功能多元、
实用。面料柔软、
舒
适透气、吸湿快干，诸多产品特点成为各
大商家极力推销的“卖点”。据称，为缓解
医护人员在烈日下身穿防护服的闷热感，
深圳宝安中医院曾紧急采购 400 余套校
服，类似“趣闻”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校服的
功能。
第三，价格实惠、方便可及。深圳于
2002 年统一全市校服的款式和定价，
如今
市民可在线上或实体店以几十元的价格
自由选购。
“ 学生爱穿、公众满意”是不少
人对深圳校服的一致评价。
此外，深圳校服背后还蕴含着多重意
蕴。首先，平等价值内含其中。全市统一
校服样式的做法尽管被一些人诟病“无视
个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小学生的攀比
心理往往比较严重，将校服统一化，可以
让大家更平等地相处。其次，情感链接功
能值得关注。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之
城，人们之间普遍缺少共同的文化认同。
校服作为一种城市符号，
“凭校服认亲”的
流行做法串起了“深圳人”。最后，环保节
约精神不容忽视。全市统一校服之举既
可避免学生因转学、
升学而带来的更换校
服之困，也可有效减少因此而造成的重复
支出、
资源浪费等问题。
更进一步，或许服装还能展现城市的
魅力。作为服装品类的一种，深圳校服以
其独特的外在设计、
丰富的内在底蕴价值
展现了一群人的青春情怀、
一座城的开放
进取。以衣为语，用服饰传递大城小爱。
深圳校服的走红，有可能是因为样式好
看，
但绝不会仅仅是因为样式好看。
静子

在教育部 9 月 15 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2015 年、2019
年，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促进公
平、规范管理、科学精准”的原则，先后
开展了两轮清理和规范高考加分工作，
明确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奥林匹克
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
品德有突出事迹等五类全国性高考加
分项目，指导各地减少地方性加分项
目，进一步降低加分分值。目前，已取
消 5 类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逐步取消
95 类地方性加分项目。
（9 月 16 日 《燕赵晚报》
）
高考加分政策，原本有着改革高考
评价体系、
选拔各方面均衡发展的高素
质人才的良好初衷，但在应试教育一分
压倒千人的背景下，获得加分意味着孩
子能在考试枪鸣响前出发，加分政策的
“好经”
日渐被一些歪嘴和尚念歪了。
不会唱歌的人成为艺术特长生，不
会打球的学生却参加比赛得到了体育

深圳校服，
何以﹃出圈﹄

清理加分乱象 捍卫高考公平

托举起更多背篓网球少年
□ 莫洁
这两天，一张背篓网球少年的照
片在社交网络热传。照片中的少年
皮肤黝黑，笑容憨厚，他身后带有民
族特色的背篓里，放着的不是农副产
品，
而是一副网球拍。
（9 月 19 日 《光明日报》
）
他是谁？背篓与网球拍何以能
走到一起？随着信息拼图接近完成，
人们发现，这是一个励志故事。网球
少年王发原本是云南临沧市沧源县的
一名普通佤族男孩，后被网球教练选
中，
从而走上网球少年的养成道路。
背篓与网球拍，前者代表了他的
来处，后者则预示了他的未来。对于
命运转折的故事，人们从来都不难共
情，那些看似偶然的机缘，让人们相
信人生依旧充满无限可能性。除此
之外，两个符号的同框，似乎又隐藏
着这样的意蕴：认清去处，但仍不忘
来处。也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码，

但这种不被切断的乡土联系和文化
根脉，带给城镇化浪潮中的人们持久
的慰藉和感动。
每天挥拍 7000 次，晚上坚持学习
文化课，网球起毛了还在继续打……
媒体在报道中，从不吝啬对网球少年
勤勉、拼搏、专注的赞美。能最终站
在领奖台上，当然是他个人奋力拼搏
的结果，
但似乎又不全是。
如果没有懂体育、爱体育的老师
激发并发现他们的独特天赋，如果没
有当地政府与教育主管部门进行了
“体教结合”的布局以及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的制度设计，如果没有更多社会
主体参与搭建人才交流的通道，那么
这些贫困山区的孩子，不会实现如此
逆风飞翔；抑或者，会惊现一个“王
发”，但绝对不会涌现这么多“王发
们”
。
可以说，如果没有制度之网在人

们所看不见的地方，打捞并托举起一
个个“网球少年”
“棒球少年”，那么就
没有之后所有的一切改变与闪耀 。
而这个制度之网，还应该更绵密；乡
村孩子们的这块人生垫脚石，还应该
面积更大、
更坚固。
王发和他的不少小伙伴，走出大
山去到昆明打网球 ，而在四川凉山
州，不少彝族少年被选拔后带到北京
打棒球，还有孩子被送去山西晋城的
体校练习摔跤等项目。他们先是走出
大山来到大城市，然后一次次登上领
奖台，
继而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命运
的天花板，
就这样被一点点顶高。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棒球、网
球、拳击等这些体育竞技舞台上，这
群来自大山的孩子将展现出越来越
强的控制力。不夸张地说，这种“控
制力”，也将带给孩子人生、山区未来
以及体育事业更多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