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语2019年 4月 8日 星期一 11编辑 郭征 美编 王司宇 质检 王雪

南都论坛

“史上最难”自主招生
□齐鲁

3 月份以来， 高校
2019 年自主招生密集启
动，包括清华、北大在内
的 40 余所高校公布了自
主招生简章。 与去年相
比，不少高校今年的招生
规模明显下降，而且将报
名门槛设定为“全国中学
生奥赛省级一等奖及以
上”。正因为如此，今年的
高校自主招生被称为“史
上最难”。

自主招生给了高校

灵活选才的自主权，也为
很多“偏才怪才”提供了
更多机会。 但自主招生按
下启动键 15 年以来，许
多问题渐次凸显：自主招
生中的“自主”二字，原本
是为了赋予高校更多自
由裁量权，但却衍生出自
主招生考试演变成“小高
考”、代写论文、买卖专利
等招生腐败，跟自主招生
的制度设计初衷相悖，让
教育公平打了折扣。“自

主” 变成暗箱操作的
培养皿， 扩大城乡和
区域之间的教育差
距， 舆论对自主招生

的态度随即转向。 问题丛
生之后，自主招生改革逐
渐到了箭在弦上的地步。

在此情形下， 自主招
生收紧， 契合很多人对招
录公平的预期。 新高考改
革已经来临，“分类考试、
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十
二字方针， 让高校招生不
再仅凭一次高考成绩，而
是“两依据、一参考”，这让
自主招生的收紧并不意味
着综合评价体系在萎缩。

在用多重手段堵死
自主招生的寻租空间后，
为确保作为“立交桥”式
多元选拔评价体系重要

一环的自主招生仍能发
挥其价值，有必要对其制
度设计进一步完善，如在
推进自主招生透明上继
续下功夫，对自主招生在
综合评价中的权重进行
再平衡。

说到底， 自主招生在
招生规模、 优惠幅度上做
“减法”， 是为了在教育公
平度上做“加法”。 招生规
模、优惠幅度等“缩水”，是
为了避免自主招生“注
水”。 希望随着自主招生制
度设计越发完善， 其功能
性与公平性得到更好的平
衡，进而对接社会期许。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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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而不骄横， 有钱而不骄奢，有
才而不骄矜，有功而不骄傲。 ①2

(据华夏箴言网)

今后，保健品不能说“促进头发生
长”、“抑肿瘤”了。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征求
调整保健食品保健功能意见的公告，拟
取消 21 项保健功能，如改善皮肤油分、
促进生长发育、单项调节免疫、减少皱
纹等。

只要在岗一天，就要守好自己的岗
位，让乘客心甘情愿地竖起大拇指。

———北京市 52 路公交车售票员顾
晓东 20 岁进入车队， 在这行已经工作
23 年。 到长安街上的每一个进出站，他
都要在中文报站后跟上一段英文。 在整
个车队 200 余名售票员中， 坚持双语报
站的只有他一个。

一有什么事就冲上去， 协力把人救
回来，这是出于我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日前， 广州市北京路步行街
上，一位老人突然晕倒在地。 途经现场
的广州市中医院 4 位护士反应迅速，立
即对心跳骤停的老人实施现场急救。 记
者找到其中一位名叫杨芷颖的护士采
访时，她如此说道。 ①2

踏青外卖
最近，市场热销“踏青外卖”，“踏青

外卖”是指熏鱼、鸡爪、豆包等多种适
合外带的食品。

备上“踏青外卖”，为的是开开心心
踏青、快快乐乐出游。 远足，让食物的
分享和品尝变得津津有味。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踏青出游，是健
康生活理念的一种传递。 在消费升级的
背景下，这几年，消费什么、怎么消费都
会把高质量、高品质作为重要考量。 同

“踏青外卖”一样，消费热点的出现，在
不同程度上表达着我们为生活赋予的
一些新的期待和内涵。 这正是美好生活
从愿景走向现实的动力所在。 ①2 �

（毛毛）

《脏话风波》的背后
□于杭

近日，一篇题为《脏
话风波》 的小学生作文
在网络上流传， 将中小
学生“出口成脏” 的不
文 明 现 象 引 入 公 众 视
野。 相关机构的调查结
果显示 ，“出口成脏 ”愈
来愈呈现低龄化态势 ，
中小学生爱说脏话或口

语中带脏字的现象相当
普遍。

显而易见 ，“我靠 ”
“你丫 ” 之类的口头语
在校园大肆流行 , 实在
不是一个好现象。

其实，中小学生说脏
话大多不是有意为之，
而是与不文明的语言环
境有关。 尤其是小学生
“出口成脏”， 多与网络
环境有关。 网络上，不文
明语言成为流行语 ，缺
少鉴别力的小学生不自
觉地跟风模仿。 而不文
明语言习惯一旦形成，
就为“出口成脏”提供了

条件。
如同“熊孩子的背后

必有一个熊家长”一样，
“出口成脏”的中小学生
背后大多有一个爱说脏话
的家长。 如果家长们都能
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说脏
话， 起码会从源头上为孩
子们营造一个文明的语言
环境。 当大人们都自觉养
成文明用语的习惯， 脏话
就没有了市场， 就会消失
于无形了。

语言文明是社会
文明的一个侧面。不说
脏话、少说脏话是公民
文明素养的基本体现。

无论是网络上、 现实中，人
人自觉养成文明用语的习
惯， 营造一个“润物细无
声” 的文明用语环境，自
然而然就为中小学生不
说脏话构建了“防火墙”，

“出口成脏” 的不文明现象
就会从校园中消失。

笔者看来， 整治校园
的“出口成脏”，还得从大
人们做起。 ①2

（作者单位：南阳市人
民防空协会）

这里的广场舞静悄悄
□王钟的

在重庆江北观音桥商
圈的广场上， 一群大妈每
天开展广场舞活动， 但这
里的广场舞却是“静悄悄”
的。原来，她们身上都挂着
一个接收器， 音乐直接传
到耳机里。 3年多来，这群
大妈一直以这种方式跳广
场舞， 在观音桥商圈形成
了特殊而亮丽的风景线。

“无声广场舞”既满足
了大妈们开展活动的需
求， 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
对环境的干扰， 周围的年
轻人纷纷竖起大拇指。

近年来， 中老年人因

为跳广场舞与周边居民特
别是年轻人发生冲突，几
乎成了一个观察社会矛盾
的通用切入口。 为什么老
年人动辄得咎， 而年轻人
这样做却仿佛天经地义
呢？ 这是因为社会对老龄
化的反应“慢半拍”，公共
设施和服务是优先为年轻
人设计的。

戴着无线耳机跳广场
舞，说实在的，感觉上未必
有使用大喇嘛、 把音量调
到最大来得爽。 不过，大妈
们愿意牺牲体验， 以换取
社会的理解与接纳， 并通

过这种将心比心的信任和
宽容， 实现了有效的资源
协调和分配。 相反，如果一
点便宜都不肯放， 一点麻
烦都不愿意承担， 就成了
人们眼中的“倚老卖老”。
社会对老人的善意， 来源
于老人的谦让与节制。

在跳广场舞的大妈眼
中， 这些无线耳麦的价格

“还是比较贵的”， 由观音
桥商圈为她们配备。 拿着
所谓的原则和规定，不
依不饶驱逐中老年人，
效果适得其反。主动为
中老年人跳广场舞创

造条件， 同时想方设法削
弱对环境的影响， 不失为
明智的管理思路。

在这群广场舞大妈身
上， 我们看到的是包容与
谅解。“无声广场舞”的治
理思路还给我们可贵的
启示：只有管理者提供更
多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刻板地遵循教条，
才能创造美好的代际关
系。 ①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