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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事网闻

关注
高考成绩

放榜之后，真
是几家欢喜几

家愁，看着某地中学包揽文
理科第一名，家长狂买鞭炮
庆祝的新闻，在高考中失利
的考生心里很不是滋味，
“感觉天都要塌了”是他们
强颜欢笑背后的痛苦。在
此关头，网友发起“一人给
高考失利的考生一句话”话
题，让失利考生看到希望。
马云还参加过三次高考呢，
失利一次怕什么？你说是
不是？

一人一句：
给高考失利考生鼓励

在“一人给高考失利的考生一句
话 ”这个话题被发起之后，迅速被网
友围观，在 11 个小时之内就有 82525
条回复和 27324 次点赞，网友用自己
的经历给失利考生鼓励。

网友“@我的前任是脑残”曾被
前任伤害，她的一句“你上了三流大
学，不代表你要过三流的人生，就算
上了一流大学，也不代表你就肯定过
一流的人生”得到 48256 次点赞。

网友“@Lebin_Dean”_表示，难道
坐头等舱会比坐经济舱先到达目的
地吗？

网友“@肖牧瑶”称，现在的成功
未必一直成功，现在的失败未必一直
失败，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信念支撑
下去。

“其实无论你高考考了多少分，
能不能去你想去的学校，都不用担
心，你最终去的地方，一定会带给你
预想不到的惊喜。你会遇见一些人，
觉得相见恨晚，这是命，高考的迷人
之 处 ，不 是 如 愿 以 偿 ，而 是 阴 差 阳
错。加油，你会越来越好的。长风破
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网友

“@牵你手好吗”说。
不少网友还回忆起自己高考结

束时的情形。网友“@眼睛很小”称，
当年考试失利后，曾一度感觉活不下
去。分数出来后，和同学一块在网吧
门口喝酒喝到睡着。但走出来后，发
现仍有广阔天地可为。

网 友“@ 车 见 车 爆 胎 塑 型 女 教
练”说，一时的失利真的不算什么，只
要肯站起来继续前进，人生永远光
明！“我高三那年高考发挥失常，暑假
短短两个月疯狂发胖到 140 斤。大一
认识一样失利的舍友，我俩每天晚上
跑步，坚持不了时大声喊加油不能
输！跑烂三双鞋终于从 140 斤到了 90
斤，现在我们都有了喜欢的男朋友和
好的生活，高考失利真的不算什么！”

网友“@ 草千里田心土川”是二
本考生，现在是天津大学研究生，他
表示，“高考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但不是唯一一次。”
网友的鼓励给考生满满的信心，

网友“@N-i-eMin 敏”表示，“我是湖
南考生，唯一一个分数线上涨地区的
考生，我落榜了，我打算读一个大专，
然后再专升本，再去考研！用实际告
诉他们，高考决定不了我的一生。”

网友“@叶淑雅呀叶淑雅”评论
道，“高考辜负了我，但在未来的日子
里我不愿辜负自己。”

马云鼓励：
“不要放弃，再来一次吧”

马云的经历已经为世人熟知，他
参加过 3 次高考，屡战屡败、屡败屡
战的他第一次数学只考了 1 分，之后
他当过秘书、搬运工，踩着三轮车帮
人 送 书 ；第 二 次 数 学 19 分 ，总 分 差
140 分，父母都觉得他不用再考了；他
白天上班、晚上念夜校，第三次数学
79 分，终于考上大学。后来的事实证
明，这种屡败屡战的顽固个性，是马
云事业成功的关键。也正因为如此，
来自这位成功的“过来人”建议的分
量才格外重。

他曾给落榜生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想你这几天肯定很失落，我理

解！因为我有过两次同样的经历。
特别是第二次高考失败，我记得发榜
那天晚上，自己和几位同样没有考进
大学的同学一起，躺在老浙江图书馆
门口的平台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对自
己的未来充满忧虑惆怅……怕被人看
不起，怕被家人埋怨，怕自己会永远抬
不起头，怕自己没有未来……

人生变化无常，今天的顺利未必
未来就一定会成功。今天不成功也不
意味着未来就没有机会。有些人是天
生会读书，会考试！我们不会考试，我
们也许不如别人会算会背书，但在其
他地方我们并不比他们差。也许我们
生下来不是为了考试的，但我们会努
力干活、努力工作！我们也许确实需
要考几次才会成功。我们的运气不是
在考试中，我们的运气一定是在其他
地方！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今天

的成绩。但我相信这辈子总有机会
是等着我的！有些机会是别人的，嫉
妒羡慕也没有用。那些天生会读书
的人是命，但我们这些不太会读书和
考试的人却未必没有我们的运气，只
要我们坚持做我们喜欢的事，并努力
把它做好、做完美！

当然读大学还是很重要的。坚
持再考几次吧！未必一定要进名牌
大学，但考进大学还是非常有用的。
连普通大学也考不进，那你还是有点
自己的问题的。不要放弃，再来一次
吧。

如果你考进了名牌大学，请用欣
赏的眼光看看别人！如果你考进或
考不进大学，请用欣赏的眼光看看自
己！你一定有自己的机会的。

专家表示：
大学是追梦必不可少的一环

大学为什么是重要的？专家表
示，比尔·盖茨也好，乔布斯也好，这
类天才式的人物是大学没毕业就开
始自己创业的。但问题在于，比尔·
盖茨和乔布斯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倾注了大量精力与探索，早就取得了
大 学 毕 业 生 都 不 具 备 的 技 能 与 知
识，对他们而言，早点将这种技能与
知识在市场上变现，成为自己人生
的第一桶金和第一个台阶，是更加
重要的。如果你不具备一样如此强
烈的、并且充分体现你优越能力的
爱好或者事业，那么，大学在人生意
义上对你还是相当重要的。在大学
里，你能打开更多扇门，这些门可能
是知识领域，也有可能是带给你启
发的人和事。马云自身的经历就能
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如果不三次
高考考上大学，他就不会认识和他讲
互联网的外教，就不会去美国，也就
不会有互联网创业计划，自然也就不
会有阿里巴巴。

专家表示，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市
场上需要的技能也是必须通过高等教
育才能获取，很多职位也有学历的硬
性规定。因此，在当代社会获取成功，
追逐理想，大学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高考失利不意味无法逆袭
本报记者 蔡炳先

高科技、大数据
可以给填报志愿提供参考

在大多数人看来，市场上出现了很
多针对高考志愿的网站、APP 反映了一
部分市场需求，也确实能提供一些信
息。

中大教育升学规划研究中心专家
黄振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最近几年急
速进行的高考改革对中学系统提出了
很大的挑战，学校限于师资、制度等多
方面因素，无法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专业
的志愿填报辅导。有些软件和 APP 汇
集大量高校录取分数线、最低分、录取
平均分、省线等资料，经过统计学规律
得出的算法比较科学，有一定的准确
性，可以作为高考填报志愿时的参考，
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

在他看来，家长和考生需要从这些
所谓的“高科技”和“大数据”中获取的
主要信息有两方面。首先是详细的招
生政策。近几年，随着高考改革的不断
推进，高考招生政策出现了重大变化。
例如，浙江省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采取
的是“专业+学校”的投档方式。原先
考生填报时每个大批次有 5 个院校志
愿，每个院校限选 6 个专业，并具有专
业调剂的选项；而到今年，考生则不按
照批次和院校填报志愿，而是一共获得
80 个志愿填报专业，取消专业服从志愿
的调剂制度，同时投档比例全部变成 1∶
1。这些变化意味着考生可以充分选择
自己心仪的专业方向，退档和专业调剂
的风险将大大降低。针对这些变化，考
生和家长需要深入了解政策信息，从而
更加有效地选择专业及院校。

其次是高校与专业信息。黄振威
说，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增强
考生与高校的双向选择度。对于考生
和家长来说，提前明确目标院校和专业

的相关信息是成功录取的重要前提。
高校与专业信息应当包括学校性质、学
校特色、优势及专业学科、学校环境、校
园文化等多个方面。考生和家长不应
该停留在过去的习惯性思维，在高考结
束后才仓促选择学校和专业，而应该未
雨绸缪，及早明确自己的报考方向，明
确自己的志愿填报是院校优先还是专
业优先，以便增加成功率和专业匹配
度。

“面对复杂的高考招生制度和庞大
的高校、专业信息，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有助于考生和家长在最短的时间内获
取有用的信息和参考。”黄振威说。

高科技并非万能
不要过分地依赖它

但 他 同 时 强 调 ，高 考 志 愿 填 报 的
“大数据”只能代表往年的录取数据，不
能保证对当年的志愿填报进行精确的
预测。同时，由于数据的来源不一，在
统计口径、质量等方面会存在偏差，从
而影响考生和家长的选择。因此，考生
和家长可以将大数据作为一个参考手
段，但也要看到高科技并非万能，别过
分迷信和依赖。

一般情况下，每年的高考录取情况
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大多数的考生和家
长会根据往年的录取情况评估自己填
报目标高校和专业的成功率。北京市
北理工附中的一位考生及其家长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坚信历年的高考大
数据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高考招生形
势，从中总结出规律，所以愿意花钱购
买与大数据相关的科技服务。

黄振威建议，填报志愿时，不妨将
专家经验和新技术平台结合起来，互补
长短。

（据《科技日报》）

高考填志愿依赖APP靠谱吗？

要想进入心仪大学，不仅要
考得好，还要志愿报得好。如何
才能更好地填报志愿？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等新
技术、新理念也被引入到了高考
志愿填报中。市面上出现了不少
的志愿填报网站、APP或是服务
机构，“高考志愿不用愁，高科技
软件来帮你”的宣传在网上随处
可见，这些“高科技”“大数据”和
“专家”真的靠谱吗？

近 日 ，中 山 大 学 英 文 名（Sun
Yat-sen University）被译成双鸭山大学一
事成为网友关注的热点。不过，这名译
者随后出面解释这只是一个玩笑，已经
在小圈子内流传了 5 年。

据译者解释，5 年前他在广州坐地
铁，路过“中大”站，方知道中山大学的

英文名是“Sun Yat-sen University”，但听
报站音像“双鸭山大学”，于是就有了这
个将中山大学叫做“双鸭山大学”的玩
笑。6 月 25 日，中山大学校徽设计者姚
友毅副教授通过“中山大学团委”官方
微信公众号给出了自己设计的“双鸭山
大学校徽”。 （腾 讯）

中山大学校徽被玩坏
原设计者贡献“双鸭山大学”校徽

中山大学校徽设计者贡献的
“双鸭山大学”校徽

网友设计的“双鸭山大学”校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