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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放松 合理消费

备受各方关注的高考已经结束数日， 但 “后高考经济” 却在持
续升温中。 十年苦读的学子， 迎来进入大学前短暂而又难得的休假，
不少人开始忙活着新的计划。 聚餐、 出游、 学车、 购物……考生们
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 商家也抢占商机， 纷纷打出针对高考生各种
促销牌。 对此， 业内人士提示， 可以适度放松； 但要合理消费、 不
能过度， 避免攀比之风。

如如何何给给““后后高高考考经经济济””降降温温

【现象一】
出国游学产品供不应求

“美国洛杉矶国际课堂+东
西海岸名校探访 14天游学营 ，
32540元起” “英国百年公学系
列 之 基 督 公 学 16 日 游 学 团 ，
35900元起” ……还未进入6月高
考季， 各大旅行公司就推出了高
考后的出游线路。

记者发现， 为抢占 “后高考
经济”， 许多旅行社都推出暑期
学生优惠活动， 高三毕业生凭准
考证还能享受优惠待遇。 国内不
少景点也对高考生推出优惠政
策， 比如， 高考生凭准考证、 身
份证在规定的景区游玩， 均可享
受免票或学生票价优惠。

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介
绍， 根据往年经验， 大多数旅行
社每年4月开始准备暑期旅游线
路， 5月已有大部分出境长线接
受报名， 6月相关的旅游产品基
本上就销售一空了。 根据往年的
经验及今年的整体情况来看， 预
计今年暑期将在7月底、 8月初迎
来两波游学出游高峰 。 在这之
中 ， 高三毕业生成为出游主力
军。

根据某旅游网站发布的数据
显示， 截至目前， 今年暑期游学
预订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
30%左右。 选择游学的人群集中
在初 、 高中生 ， 占比高达近八
成， 其中毕业生占比很大。 澳大
利亚、 美国、 英国、 新西兰、 日
本成最受欢迎的五大游学目的
地 。 其中 ， 澳大利亚的悉尼大
学、 墨尔本大学， 美国的哈佛大
学， 英国剑桥大学等都是出境游
学追捧的名校。

“想让孩子感受一下国外的
学习氛围， 开阔眼界。” 采访中，
记者发现已经为孩子安排好暑期
海外游学的家长口径较为一致，
而动辄两三万元的费用， 家长并
不拒绝。

秦女士给高考完的女儿报了
去美国游学的旅行项目。 “女儿
班里有一半的同学都有暑期出游
的安排， 而且出境游居多。” 她
介绍 ， 团费在3.6万元左右 ， 两
周时间， 第一周在营地里参加一
些课程， 以学为主， 第二周主要
是去参观华盛顿、 纽约等城市，
以游为主。 行程中还有两天到老
师家里作客， 体验美国人的家庭
文化。

【建议】
选择大品牌旅行社

业内人士提醒， 学生暑期参
团旅游， 应尽量选择大品牌、 有
品质保证的旅行社， 小心低价游

的陷阱， 千万不要为了图便宜，
给旅途留下隐患， 特别要保证旅
途的安全。 来一场 “说走就走”
的旅行虽然潇洒， 但旅途安全更
重要。

家长在给孩子选择旅游产品
的时候， 一定要详细了解整个线
路的类型 、 日程安排 、 人员配
备、 教学安排等， 选择真正适合
孩子的游学产品。 同时， 也要考
虑自己孩子的性格特点、 适应调
整能力、 沟通表达能力、 独立生
活能力、 语言水平能力等因素。
当然， 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考虑到
孩子自身的兴趣爱好。

【现象二】
感恩“谢师宴”变味儿

经常去饭店吃饭的市民会发
现， 高考结束后， 餐馆、 酒店里
多了学生的身影。 终于考完试 ，
同学间聚会在所难免。 这其中，
还有不少是特意表示对老师感恩
的 “谢师宴”。 但动辄一两千元
甚至更高的宴请， 更多的是大吃
大喝， 少了感恩味儿。

记者采访中发现， 一些高档
酒店借助高考季趁机打出了 “谢
师宴” 广告， 还取了吉利、 好听
的套餐名字， 例如 “鱼跃龙门”、
“金榜题名”、 “桃李满园” 等套
餐 。 价格在 1000元至 3000元左
右， 数字也很吉利， 比如有1688
元 、 1988元 、 2188元等 。 碰上
“讲究” 的顾客， 彩带、 气球还
要布置一番， 喜糖、 酒水甚至红
包也都准备齐全。

吕先生的儿子刚参加完高
考， 自打考完试， 他几乎天天往
外跑。 一问就是聚会， 要不就是
谁谁谁请老师吃饭， 邀请几个好
朋友作陪。 “儿子回来跟我商量
了一下， 也想请老师吃顿饭， 特
别是班主任老师。 但一听某某同
学家长给办了个豪气谢师宴， 心
里还真有些嘀咕 ， 咱这工薪阶
层， 摆这么大排场吃力啊！”

吕先生表示 “谢师宴” 名字
听上去寓意很好， 毕业了即将离
开学校， 请教师吃顿饭以示报答
在情理之中。 但每次听儿子回来
讲 ， 总觉得这聚会感谢作用不
大， 大吃大喝的风气倒是蔓延开
来。 甚至有些家长 “打肿脸充胖
子” 硬摆 “谢师宴”， 反而助长
了学生、 家长间的相互攀比， 增
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

【建议】
学有所成分享收获

李玥老师今年刚刚带完高三
学生， 高考刚一结束趁着给老师
放假 ， 赶紧带着女儿出去玩儿
了。 “高三这一年实在太亏欠女

儿了 ， 趁放假赶快带她玩儿几
天，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可以
逃离学生们的宴请。”

李玥表示， 很理解孩子们考
完试想和老师一起分享这份放松
和喜悦， 但请吃饭的钱其实都是
家长给的 ， 甚至有些邀请还是
“变了味儿 ” 的 。 “作为老师 ，
学生的最好邀请不是现在， 而是
将来学业有成， 还能记得当年的
老师。 那个时候， 我特别愿意和
他们一起分享这份收获。”

【现象三】
务实派抓紧考个驾照

高考结束， 和不少考生选择
聚餐、 旅游不同， 还有一些考生
忙活着增长其他技能， 学车则是
其中之一。 “还是赶紧把驾照考
完， 以后上大学了， 工作了， 就
没有这么整的时间可以学车了。”

考生小颖很早就给自己制定
了高考后的假期计划。 “当然会
去和同学聚会， 但是也不能太过
放松， 还是要学点什么， 学车就

是个不错的选择。 可以掌握一门
技能 ， 还能提前和社会接触接
触。”

小颖介绍， 自己的表姐就是
在高考后的假期学的车。 “听她
说现在学车很麻烦， 考试科目很
多。 所以需要一个相对完成的时
间。 要是上了大学或者是上班后
再去学， 总要请假或者是占用其
他休息时间， 还不如趁着现在有
时间， 抓紧把驾照考完。”

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一些
驾校也看准高考学生这个商机，
打出促销牌。 在一家驾校的网站
上就贴出暑期学生班的优惠通
知， 招收年满18周岁至23周岁，
利用 暑 假 的 时 间 学 车 考 本 的
人 。 只 要 持 学 生 证 就 可 以 报
名 。 值 得注意的是 ， 训练的时
间也特意做了调整。 而且未完成
训练的学员， 课时还将自动转为
寒假期间。

一位驾校负责报名的工作人
员介绍， 每年高考结束后， 高考
生都会成为学车主力军。 “暑假
本来就长， 对于高考完的学生，

不仅时间充裕， 而且心情也不一
样， 更放松， 适合学车。 一般在
出分后还有一波来报名的， 所以
我们会将名额增多， 而且报名时
间也会增长。”

【建议】
选择正规驾校

业内人士提示， 在报名驾校
的时候还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
方 。 需要多比较几个驾校的学
费， 选择正规的学校报名。 学员
报名需要提交很多材料， 比如本
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照片等
等， 要提前准备。 有条件的还可
以事前到驾校做个考察。

【记者手记】
考后放松还需有度

每到高考季， 不论是考生、
学校、 家长甚至是社会上的其他
一些人员， 或多或少地都会将目
光 投 射 于 此 。 都 说 “ 高 考
热 ” ， 近些年这个 “热 ” 字似
乎已经持 续到高考结束后的漫
长假期中。

聚会、 游玩、 购物……对于
十年苦读的学生来说， 放松无可
厚非。 毕竟太多的身体疲惫， 还
有心理压力， 需要得到一个释放
的机会。 但是这种放松和释放还
是需要一个度的制约， 要给 “后
高考经济” 来个冷思考。

在把握这个度之前， 必须搞
清楚几个问题。 首先， 高考后消
费主角看似是考生， 但是为他们
买单的则是家长。 即便是一场简
单的聚会， 学生们开心地吃、 痛
快地唱， 背后支撑的则是家长的
付出。 对于这一点， 即便是学生
备战考试再过辛苦， 也不应以此
作为过度消费的借口。

其次， 需要把握这个度的对
象要扩大。不仅有学生，还应有家
长和社会各方力量。在学生们“买
买买”、“玩玩玩”的节奏越发加快
的同时， 家长应该给予合理的把
控。不能碍于面子，而助长考生的
过度消费心理。 还需要给出更多
合理的建议，让考生制定计划，比
如， 学些新技能， 或者是开阔眼
界，扩大社交圈，以此来过一个更
加合理的高考后假期。

总之， 毕竟高考只是人生各
种 “硬仗” 中的一关而已， 适当
庆祝即可， 切勿过度消费、 盲目
攀比 。 人们还需用理性思考给
“后高考经济” 热适当降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