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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高考季，家长和考生都
需要过两道坎，一是考试，二是志
愿填报。考分需要考生自己争
取，而志愿填报则或多或少带入
了家长的意见。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与往年不同的是，很多家长在
高考前乃至高一就着手孩子的志
愿填报准备工作，有不少人选择
在网上购买称带有志愿填报大数
据的高考志愿卡。（6月6日《北京
青年报》）

这些在网络上销售的高考志
愿卡是否靠谱呢？记者调查发
现，志愿卡的价格相差极大，便宜
的只要十几元，贵的则达到一万
多元。此外，这些机构都声称与
相关部门合作拿取内部数据。

因为有了“从内部拿取数据”
的承诺，高考志愿卡的销售也就
十分火热。这也难怪，孩子是家
庭最重要的成员，谁不想让孩子
成功报考一家理想学校？谁不想
让孩子的成绩换来最精彩的未

来？
问题是，所谓的高考志愿卡

究竟有着怎样效果？商家宣称，
高考志愿卡，是借助大数据优势
进行分析，只要在填报志愿时将
考生的分数输入其中，就能给你
提供一个最理想的报考方案，报
什么样的学校把握最大，报什么
样的专业效果最好 ，既 不 浪 费
自己的分数，还能找到好的学
校和职业方向，家长自然乐意花
钱。

可是，这些商业性质的高考
志愿卡，真的能够从有关部门拿
到所谓数据吗？按照有关规定，
无论是高校的招录数据，还是考
生的成绩数据，都严格保管，也就
是说，如果有关部门没有参与其
中，没有违法行为，“内部拿数据”
的可能性就极小。即使真的获取
了这些数据也是违法的。如果

“从内部获取数据”的说法只是营
销幌子，等待家长的只是被骗。

退一万步说，“从内部获取数
据”是真实的，那么依靠大数据指
导高考志愿有没有意义呢？大数
据指导出的学校，指导出的专业，
是不是孩子喜欢的？每一个人都
有自己的理想，都有自己的梦想，
都有自己喜欢的未来，比如说孩
子的理想是“当科学家”，而大数
据指导出的是“当主持人”。这样
的专业选择，还有一点“志愿”的
意思吗？不是“自己的意愿”，上
了大学也未必能有幸福未来。

想起“当了副局长辞职的警
官”，“当了副县长辞职的官员”，
他们都说出了自己的无奈：这不
是我的职业理想，只是当初被父
母强迫报考的专业。这说明，让
孩子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对于未
来很重要。因为喜欢才会热爱，
因为热爱才会出彩。

“高考志愿大数据”，莫让“数
据”骗了“内心”。填报高考志愿，

“心里有数”比“数据分析”靠谱。

“万物可租”的时代来了！在很多城市，
一些年轻人正在尝试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从数码产品到衣服首饰，甚至到玩具家具，
能租就租，“花费两三千像月入三五万”。在一些
人眼中，“租”生活不仅能用最少的钱享受最
大的快乐，而且使过去的“买—用—扔”单线
型消费变为现在的“租—用—还”循环型消
费，环保可持续。（6月6日《北京青年报》）

只用数千元即可享受几万元购买支出
才能获得的产品、服务，又呼应了环保可持
续的生活趋势，甚至能帮助你真正实现断舍
离，加之当前共享观念深入人心以及共享工
具使用普及所作的铺垫，“租一族”悄然诞生
并引爆相关租赁生意，这并不让人意外。

一直以来，在社会主流观念里，“买不起
才租”。但当下“租一族”，并非囊中羞涩下
的无奈选择，其背后实质是一种新的消费观

念的崛起，譬如它对应着环保、时尚、前卫、
对新事物的偏爱等等新的消费主张。而让

“租”变成一种中性行为，也不仅是因为在成
本上更划算，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多数产
品的升级换代周期大大缩短，已让“买”和

“占有”的价值，变得愈发让人怀疑。所
以，从长远看，传统的“买—用—扔”消
费模式，很可能会被“租—用—还”的新选择
所取代。

事实上，以“租”为核心要素的新消费主
张，早就有迹可循。曾有媒体做过调查，一
部分年轻人已经以租车来取代买车，至于选
择网约车出行则更为普遍了。这背后，除了
消费观念变化，也有着社会对使用权、所有
权的再平衡。早在2016年，有着“硅谷精神
教父”之称的科技预言家凯文·凯利预言了
未来的十二个趋势，其中之一就是，未来资

源的使用权将比所有权更重要，人们将通过
获得服务的方式取代“占有”实物。现在来
看，“租一族”的崛起，或标志着他所预言的
未来比想象中来得更快。

消费主义社会中，消费习惯和消费能
力，成了区分社会群体乃至阶层的一个主要
标准。但随着“租一族”时代的来临，这个标
准或将被弱化。因为只要花费更少的钱，就
能缓解过去大部分人“想买不能买”的尴尬，
这意味着消费能力对个人消费行为的限制
更小了，对应的是以消费习惯判断一个人的
社会地位和阶层，将越来越“失真”。这对于
削弱社会上的消费攀比，未尝不是好事。

当然，在目前，“租一族”仍有着明显的
群体印记，离普遍化还有相当距离。虽然一
些调研数据显示，有73%的用户对租赁持开
放态度，但“租一族”的典型用户画像却仍以

95后青年为主，他们大多是学生和白领，年
轻，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紧跟潮流时尚。因
此，近几年的“租一族”，仍然是一种少数人
的消费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尽管“租
一族”的消费行为背后，与节约、环保、循环
经济等紧密相连，但“租”所带来的消费门槛
的降低，会否催生新的非理性消费行为，也
需要警惕。要知道，通过租实现了以较少的
支出获得较高价值的服务（产品使用），这种
计算背后，其实是预设了购买就等于高消费
这一前提。但对部分人而言，若那些高消费
本身就是非必要的，那么，随意可租，是否反
倒会刺激一些不必要的消费？更进一步，是
否会加剧“隐性贫困人口”群体的诞生？这
些问题，也不容不有所审思。所以，买也好，
租也罢，最重要的是个人消费理性不能丢。

填报志愿别犯了“大数据依赖症”

“租一族”崛起，消费理性不能丢弃
□朱昌俊

近日，贵州省德江县2路
公交车在途经大龙阡路段时，
一名六旬老年乘客因鞋底粘
有泥土，被当事公交司机杜某
要求擦干净后乘坐下一趟车，
随后老人脱下鞋、手上拿着
鞋、打着赤脚、背着背篼走上
了公交车。相关视频一度在
网络疯传，引发众多网友声
讨。当地运政部门核实后，携
当事人等登门向老人道歉，涉
事驾驶员杜某被责令解聘，公
交公司被处5000元罚款。(6
月6日澎湃新闻)

一段直击人心的短小视
频中，一位老人的悲情形象被
塑造得淋漓尽致。之后，无怪
乎炸锅的网友要口诛笔伐，无
怪乎主管部门非得重罚方可
平息众怒。视频化的表达，总
能删繁就简地完成叙事，也总
能第一时间引发情绪共鸣。
蛮横的司机，受辱的老人，再
加之赤脚乘车的催泪桥段，所
有这一切既构成了事件的全
部表象，也提供了一种道德指
向鲜明的真相。短短视频所
呈现出的人心善恶、是是非
非，太多人心有戚戚。对于老
人的维护，恰恰是在维护某种
最朴素的公义。

整个事情并不复杂：公交
司机要求老人擦干净鞋底再
乘坐下一趟车，而老人干脆直
接脱鞋光脚上车……如果这
个过程能够平和沟通，或许也
不会有后续的风波了。但可
惜的是，据知情人士透露，涉
事司机态度 倨 傲 、语 气 恶
劣，大有恃势凌人的意味。
之所以如此，其实也很好理
解。对于公交车等公共服
务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往往
很容易滋生懈怠和不耐烦的
情绪，尤其考量到对方是一位

“不懂规矩”的山里村民，当事
司机想必更是会变得底气十

足。
公共服务行业看人下菜

碟、双重标准的现象，可以说
是存在已久的老问题了。并
且，这一状况在偏远城镇、基
层单位还要表现得更为明
显。不难想象，此事中的司
机，断不会同样粗暴地要求一
位年轻人“擦干净鞋底乘下一
辆车”。只有在明显“没见过
多少世面”的山里老人面前，
这位司机才具备充分的心理
优势，才胆敢无所顾忌地吆五
喝六。之于此，尚且不能简单
归因为个体道德的缺陷，而更
应该看成是职业训练和规范
化管理的缺位。

众所周知，公共服务业普
遍都存在 着 重 复 劳 动 所 滋
生的枯燥和倦怠感，这很容
易导致个体的情绪失控体
现在工作层面。为此，才需
要加强持续的职业训练，才需
要以标准化的管理来对冲风
险。理想状态下，服务者理
应给服务对象提供无差别、
去人格化的服务，无论对方
是老人、小孩还是青年壮汉。
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大中城
市，公共服务的标准化已经有
了相当的水准。可是，在某些
小城某些乡镇，不少服务业者
还是多以“主人”自居，还是在
凭着主观心情和好恶在应付
工作。

说到底，这并不是一个
“恶司机”和“老农民”的私人
恩怨，它再次表明，公共服务
及其行业在某些地方仍然处
于某种原始而低级的阶段。
从业者的素质或高或低，心情
或好或坏，这些变量因素原本
都该在标准化训练和规范化
管理之中得到消弭、变得可
控。唯有这样，我们才不必依
赖众人的声讨去为弱者讨个
公道。

还有多少服务行业
在看人下菜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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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元鹏郭元鹏

□然 玉

6月5日是新修订的《环境保
护法》规定的第4个环境日。生
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五部门
在2018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
动现场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
行为规范（试行）》。《规范》对公民
日常生活中多方面行为提出明
确规定。其中包括，合理设定
空调温度，夏季不低于 26℃，
冬季不高于20℃。（6月6日《北京
青年报》）

早在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
便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
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规定“夏
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
26℃，冬季不得高于20℃”。但从
十多年的执行情况来看，显然差
强人意。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夏

季将空调温度设定在26℃以下、
冬季将空调温度调至20℃以上，
似乎已成一种“常态”；特别是，一
些经营性公共场所，将“夏季大幅
调低空调温度”，作为招揽顾客的
一张“王牌”；以至于出现了市民
在电影院裹毛毯看电影、银行与
室外温差过大致老人感冒等尴尬
情形。

“控温标准”成了一纸空文，
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一节能举措
仅具倡导性，缺少强制性，遵守规
定与否全凭自觉；同时，政府公共
节能机构很少进行实质性监督管
控，加之缺少处罚的法律依据，因
而对于一些公共场所违反控温规
定行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放任自流。然而，与之相对
应的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用电负

荷连创新高，用电紧张的地区已
开始实行错峰用电，部分老旧小
区频受断电困扰，严重影响了市
民日常生活。

可见，空调温度，体现社会文
明程度。这次从生态环境保护高
度，要求合理设定空调温度，很有
必要。首先，应做好电力供应的
调度工作，确保各地均衡用电。
同时，借鉴北京、上海、山东等地
做法，建立公共建筑用电限额制
度，按照单位面积的耗电量设计
最高限额，一旦超限，电价将提
高；超限越多，电价越贵。特别
是，严格执行《公民生态环境行为
规范（试行）》，完善“控温标准”，
引入处罚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对
高消费场所违反节能规定的进行
高额处罚。

空调温度空调温度，，体现社会文明程度体现社会文明程度
□□汪昌莲

“控温标准”成了一纸空文，究其原因，主要是这
一节能举措仅具倡导性，缺少强制性，遵守规定与否
全凭自觉。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都有自己的梦想，都
有自己喜欢的未来，不是“自己的意愿”，上了大学也
未必能有幸福未来。

这并不是一个“恶司机”和“老农民”的私人
恩怨，它再次表明，公共服务及其行业在某些地
方仍然处于某种原始而低级的阶段。从业者的
素质或高或低，心情或好或坏，这些变量因素原
本都该在标准化训练和规范化管理之中得到消
弭、变得可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