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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填报
□戴先任

被无数考生和家长视为“人
生大事”的高考志愿填报，如今
竟然成为一桩热门生意，少则收
费几百元，多则收费上万元甚至
几万元， 不仅提供“一对一”服
务，还能几分钟自动生成高考志
愿填报结果。 然而，高考志愿填
报咨询机构及其服务质量极度
参差不齐，“高考志愿填报师 ”
这一新生职业也充斥着乱象。
考生和家长重视高考志愿
填报， 慎重选择今后的发展方
向，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高考志
愿填报咨询机构应运而生，迎合
了高考 志 愿 填 报 的 旺 盛 需 求 。
但很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
不仅收费畸高，而且泥沙俱下。

有些“高考志愿规划师”仅仅培
训两个小时就上岗，毫无相关经
验；有些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
以 AI、大数据为噱头， 推 出“智
能” 填报高考志愿，5 分钟出结
果，实际上并不靠谱。 显而易见，
踏入歧途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市场会把考生和家长引入歧途。
其实，我们要反对的不是高
考志愿填报服务市场，而是这一
市场滋生的乱象。 相关部门要加
强审核监管，规范高考志愿填报
咨询机构及其服务。
如何填报高考志愿，给考生
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不仅仅是考
生和家长的事，学校也要为考生
和家长提供高考志愿填报咨询，

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意见。 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学
校不能当“甩手掌柜”。 同时，家
长也要保持理性， 以免被无良商
家忽悠，要认识到，不是一味砸钱
就能给孩子带来一个好的未来。
高考志愿填报不是小事。 各
方要形成合力， 促进高考志愿填
报服务市场规范发展， 不能让高
考志愿填报成为“疯狂生意”，专
门收割考生“韭菜”。 让高考志愿
填报服务市场步入正轨， 可以为
更多考生引好路。 ①2

式，将处于生产淡季企业的员工
安置到生产旺季的企业，两家企
业由此“联姻”。
“共享员工”的好处在于解
决了短期就业结构性矛盾。 受
疫情影响， 一些中小企业的发
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一些
企业由于订单减少，员工“闲得
慌”，而一些进入用工旺季的企
业 ， 又 面 临“用 工 荒 ”，“共 享 员
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闲得
慌”“用工 荒 ” 难 题 ， 让 有 技 能 、
有空闲的劳动者发挥一技之
长， 也为急需用工的企业解了
燃眉之急。 一些企业存在“潮汐
式”用工现象，生产旺季需要大
量工人， 导致招聘和用人成本
大增；到了淡季，又要裁掉富余
人员，以降低成本。“共享员工”
合理利用不同企业生产淡旺季

“时间差”，帮助企业稳定发展，
对于企 业 员 工 来 说 ， 也 可 以 增
加一定收入。
“共享员工”是企业抱团取暖
的一种尝试， 不仅可以两家企业
共享， 也可以有更多企业参与其
中， 在企业发生用工冲突时，以
适当抱团的方式在更大范围内予
以缓解。 在共享的过程中， 最大
限度达到“无缝衔接”“即插 即
用”， 对于员工和企业来说都是
有好处的。
多赢的“共享员工”模式还需
要进一步探索。 劳动者越来越关
注劳动保障，“五险一金”等都是
员工非常看重的。“共享员工”模
式不能忽视这些权益， 要进一步
保障员工合法权益， 让员工更有
归属感，这样，企业可以 持续稳
定住熟练工。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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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员工
□关育兵

湖南株洲一家新材料企业
的员工阳冬诚，走进了距离“老
东家”100 公里的湖南宁乡某空
调企业的生产车间。 已在这里
工作两个月的阳冬诚，即将结束
他的异地上班之旅，随后，他将
重返“老东家”。
从株洲的新材料企业到宁
乡的空调企业，再从宁乡的空调
企业返回株洲的新材料企业，这
是因为阳冬诚是一名“共享员
工”。 在当地相关部门和企业的
协调下，宁乡按照“政府引导、
企业协商、员工自愿”的原则，
根据企业生产淡旺季， 制定员
工调配表，采取“共享用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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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型带货
吟诗作赋、能歌善舞、段子随口就
来、 双语直播是常态……最近一段时
间， 新东方旗下的东方甄选直播带货
热度走高，董宇辉、顿顿等主播双语直
播，会英语的和不会英语的都震惊了，
原来直播带货还可以这样玩？
创意无极限，“旧赛道” 也能玩出
新花样。 身处移动互联时代，直播带货
对于大部分网民来说都不陌生， 打开
视频软件， 五花八门的直播带货内容
让人应接不暇。 随着直播市场的扩大，
直播带货的内容朝着趋同化的方向发
展，受众日益疲于话术单一、形式固化
的直播带货。 在一些人看来，直播带货
已经发展到瓶颈期， 很难再有新的突
破。 东方甄选将企业优势融入直播赛
道，开启双语直播新篇章，通过内容提
质， 为直播行业的多元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双语带货火爆全网， 让更多人在
转型主播们的身上看到了勇敢向上的
积极态度。 这些转型的双语带货主播，
保持拼搏创新之志，敢于逆风前行，这
份勇气值得称赞。 在努力和实力的双
重加持之下， 期待双语直播带来更多
精彩。 ①2
（刘硕）

用细致的国家标准呵护儿童健康
成长。
——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
一批儿童相关领域国家标准。《中国妇
女报》对此评论说，与儿童相关领域的
国家标准制定得越科学、全面、细致，
儿童相关商品、教育、管理、服务等就
越有保障。

收费并没错， 关键在于能否提供与
收费金额相匹配的服务体验。

好书不厌百回读

——
—方便外卖员和顾客的智能餐
柜开始收费了。 天府评论对此评论说，
为
“
方便”付费，得看消费者愿不愿意。

□向贤彪

阅读是获取知识、 启迪智
慧、涵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
让人得到思想启迪， 树立崇高
理想，涵养浩然之气。
读书是积累知识、增长才干
的重要基础。 养成爱读书的习
惯，读好书、善读书，才能让阅
读更好滋养自身成长。 很多名
人名家的读书经历表明，熟读、
精读高品质书籍， 打好阅读根
基，有利于学以致用。
值得反复阅读的书，往往是
堪称经典的“大书”。 那些教人
明理悟道的政治、历史、哲学、
文学经典，与其他书籍相比，要
难“啃”一些，但却有益于廓清
思想迷雾，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

世界观、方法论。 唯有坚定决心、
迎难而上， 聚焦经典著作精读、
钻研，才能打牢知识根基，开拓
人生视野。
许多人在读书时有类似体
验：手捧一本好书，有急切读下
去的渴望，但一遍读下来难免会
有忽略的地方。 这些被忽略的地
方，如果是细枝末节，可能不会
造成什么损失，如果恰恰是全书
的精华所在，岂不是“入宝山而
空返”？ 防止此类遗珠之憾，唯有
多读几遍、反复深读。 真知蕴藏
在好书中， 就像沙石下面的泉
水，掘得越深，泉水就越丰沛。 多
读、精读好书，并非简单重复，而
是伴随着思考，仿若层层剥笋得

其真味 ， 亦 如 大 浪 淘 沙 始 得 真
金。 精读而非泛读， 努力把一本
好书读深、读透，远比快读、速读
收获更大。
中华民族自古重视阅读，讲
究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 好书不
厌百回读，尤其是那些历经时间
淘洗、 经受反复检验的好书。 从
某种意义上说， 读书比拼的不是
数量，而是质量。 要发扬“挤”和
“钻”的精神，从书本中汲取智慧
和营养， 真正觅到真知、 涵养底
蕴，提升境界、丰富内心。 ①2

走笔观花

是否收费？ 如何收费？ 收费幅度如何？
应当给予消费者足够的选择权。

比起盲目追求身兼数职、两栖身份，
更好的选项是找到自己“
可复制的能力
内核”， 将自身的核心能力做深做强，实
现自我的持续成长。
——据半月谈报道， 部分年轻人通
过合理规划，在副业上尝到了甜头，但更
多人因一时冲动让副业变成
“
负”业，有
人因此误了主业，有人被割了韭菜。 《深
圳都市报》对此作出如上评论。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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