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又是一年开学季，海南多所高校
在本月陆续开学，迎来对未来怀揣美
好憧憬的大一新生。每当此时，“新生
标配”“学生电子产品套装”等与大学
新生行李相关的话题便成为社会热
点。而今，新一代“00后”迈入大学，
能从侧面体现年轻群体消费观、价值
观的新生行囊亦正悄然发生变化。

记者通过走访发现，印象中新生大
包小包身扛沉甸甸行囊的场景逐渐退
去，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时代下快递
行李、空手报到、网上采购等新景致。

大学新生行囊变“轻”

9月7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内一

派生机，来自天南海北的大一新生相
聚于此，共同迎来新一学年开学季。
与以往有所不同，行李先“报到”，成今
年开学季的关键词。

来自湖北的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大
一新生田聪，此次报到“轻装上阵”，仅
随身带了一个小行李箱。“行李箱里装
着报名所需材料、几件换洗衣服以及
手提电脑，其它生活用品在出发前就
已经在网上备齐了，直接发货到学
校。”田聪在开学前两周便有计划地列
好网购清单，提前规划起大学新生活。

像田聪这样的“空手”报到者不在
少数，开学期间，记者看到，家长扛着
大包小包陪子女入学的情况确实没
了，新一代的“00后”似乎更热衷于快
递邮寄行李、网购生活用品，彻底解放
双手，实现轻松入学。“今年9月初的

快递包裹数量增长明显，截至目前，仅
热带海洋学院这一个点的包裹数量比
上个月上涨了30%-40%，包裹数量
增多、大件物品居多。”这是中通快递
工作人员陈敏辉的直观感受。天猫于
日前发布的高校消费趋势榜单显示，
高校生“剁手”指数攀升趋势明显，以
高校聚集密度较大的北京地区为例，
天猫超市北京高校销售增速达到北京
整体市场的5倍，来自在校生的订单
占比达17%，“00后”快消品网购需求
旺盛，网购市场呈现年轻化、个性化等
特征。

购物消费应成大学必修课

从“60后”几乎带着全部家当的
被褥、暖水壶、脸盆，到“70后”的随身

听、BP机、干粮，到“80后”的电话卡、
衣服、MP3，再到“90后”的笔记本电
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不同时代
的大学新生行囊，正是社会经济发展
变迁的印证。

“可以预见，随着新的消费模式的
兴起，拉着行李箱，抱着脸盆、水壶来
报到的场景将逐渐成为回忆。”毕业于
武汉大学的“90后”郑炜犹记得，其当
年入学的时候带了一件行李箱，另有
一个编织麻袋，满满当当装了笔记本
电脑、衣服、被子、书本等各式生活和
学习用品，带不动的就到学校周边的
市场买。

如今，网购渐成风尚，新生“剁手”
物品也从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标配
产品，逐渐拓展至诸多提升生活品质
的产品，更有甚者网购清单中还出现

洗衣机、冰箱等家电。
对此，三亚学院教师张颖超提醒，

父母和孩子应该就开学季采购制订合
理计划和预算，做好资金分配，关注产
品的实际功能与自身需求的匹配程
度，避免冲动消费。

“此外，家长也可借此时机，逐渐
放手让孩子掌握一定的资金支配权，
锻炼其自主选购入学用品、培养正确
的消费观、提高独立生活的能力。”张
颖超说。

海南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余升
国表示，“买买买”亦需倡导理性和节
俭，要正确看待因实际需要、父母关
爱、商家促销等原因催热的“开学经
济”，合理规划经济开支有利于开启
独立新生活，购物消费也应成为大学
必修课。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开学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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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钰珩

今年暑假跟随老爸去了内蒙古
的鄂尔多斯，参加中国首届围棋大
会。作为棋迷的嘉年华，活动丰富多
彩，美国、欧洲每年都举行一届围棋
大会，而围棋的发源地、当今围棋最
强国中国却是第一次举办，令人惊讶
而欣喜。

欣喜的是，围棋大会尽管姗姗来

迟，但是毕竟来了。活动中更令我惊讶
的是一个小插曲，有一次大会举行的围
棋比赛结束，赛后业余选手们都散去
了，留下很多桌围棋没有人收拾。在现
场的棋圣聂卫平先生见状大为光火，高
声痛责这种行为缺少基本的围棋礼仪，
批评一些围棋学校在教棋的同时缺失
了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文化与礼仪教育，
有辱国粹。

聂卫平指出的虽然只是围棋活动

中的一种礼仪，其实也何尝不是生活
中的基本礼仪。当我们每天出门，见
人说话、称呼、办事、道别，每一言行举
止无一不与礼貌相关，而这些礼仪无
不事关成败。

三百多年前的一位西哲说，礼貌
使社会和谐。《诗经》里就有“人而无
礼，胡不遄死”之句，孔子也提倡“克己
复礼”“不学礼，无以立。”正是这种礼
义道德规范成就了光辉灿烂的五千年

文明古国，使中国成为“礼义之邦”。
虽然近代由于积贫积弱，饱受侵略与
掠夺，优秀的文明传统消失了很多，但
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当今中国，经济
发展重居世界前列，传统国粹逐步回
到了人民的生活中。

围棋，是琴棋书画——中国人
的四艺之一，承载了许多传统礼仪，
是我们文化的一种载体。下围棋让
我懂得，起手第一手下在右上角，是

对对手的尊重；下完棋后收拾好棋
具，是对活动主办方工作人员的尊
重。如果下棋争胜都能如此有礼，
尊重别人，那么生活中做其他的事
情，难道不会让我们更加遵守社会
的规范吗？

陈毅元帅说，棋虽小道，品德最
崇。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做一
个懂礼貌的人。

（作者系海南中学高三2班学生）

记忆中大学新生大包小包扛行囊的场景逐渐淡去

00后偏爱“空手”报到

习作

给高一新生的第二封信：

找准你的“甜蜜区”
快速适应新环境
惠君老师：

我是高一年级的新生，面对崭新的高中生活，
难度和容量倍增的课程与作业，我有点手忙脚乱
了。每天都有写不完的作业，做不完的功课，每天
都在连轴转中疲于应付，我茫然地跟着指令走，不
知道要走向哪里？感觉自己身不由己频频失控，
这不是我想要的高中生活。说好的生涯规划呢？
我该如何在混乱中找到适合我的节奏？求支招！

陷于混乱中的高中生

高中生：
你好！从来信看，你的确处于混乱中，这也是

新生普遍存在的适应困难阶段。我想告诉你的
是，对新环境新角色的适应困难，是每一个进入新
环境的人都会经历的体验，而且它是暂时的。

经历了开学初的兵慌马乱和措手不及，随着
时间的推移，你会慢慢找到与之相处的办法，这就
是新环境带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在这段时间里，
除了留心观察新环境，寻找可利用的资源之外，我
以为，你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找准你的“甜蜜
区”，做好自己的生涯规划。

美国棒球击球手泰德·威廉斯被称为“史上最
佳击球手”，他的年度击打率为0.4以上（美国职业
棒球目前仅有两位打者击打率超过0.4）。他的秘
诀是，只打“甜蜜区”的球。所谓“甜蜜区”是指击
中率较高，适合于把球打到合适区域的击球区。
他认为，正确地击打“甜蜜区”的球，忽略其他区域
的，就能保持最好成绩。在比赛中，泰德对非“甜
蜜区”的球，任其嗖嗖从身边飞过，绝不挥棒，只集
中注意力于自己“甜蜜区”，选准“甜蜜区”，才能做
那些“更少但是更好的事”。

刚进入高中的你们，难免会有一段时间的手
忙脚乱和焦虑无助。如何在乱中取静，找到适合
自己的“甜蜜区”呢？

我以为，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做些自我觉察和
反思功课，有助于你“清心明目”，迅速找到自己的

“甜蜜区”。
1.在混乱面前，除了不知所措，你还能做什

么？哪些是有效的应对策略？认真清点你应对困
境的策略，经过验证与反思，删除或调整无效策
略，找到值得持续运用的有效经验。然后集中力
量把有效经验发挥到极致。这些有效经验就是你
应对困境的“甜蜜区”。

2.无论面对怎样的不适应，你都能坚持做并
享受其中的是什么？在混乱中能坚持做并享受其
中的，一定是你兴趣所在或你擅长的领域。这些
事情有助于稳定情绪，恢复对生活的掌控感。当
你把这些经验迁移到必做的功课中，用自己擅长
和喜欢的方式去做事和学习时，你会拥有一份愉
悦的情绪，提高做事效率和增强信心。这就是你
兴趣和优势的“甜蜜区”。

3.在混乱和不适应中，哪个时段你会觉得好
受些？当你做什么事情时，情况会有好转？一天
当中或一周当中，总会有些时段是你感觉状态不
错的，这个时段就是你的最佳时段，可以安排做一
些重要且难度大的任务。而在情绪低谷还能坚持
做的事，大多是你驾轻就熟、轻而易举的领域，也
是你在低谷期，可以韬光养晦的法宝。它让你的
低效时段有所作为，低谷时期有所慰藉。你从中
可学到时间与任务搭配的策略。那就是：最好的
时段做重要和困难的事，不好的时段做擅长的、喜
欢的、容易的或不太重要的事。这是你生物钟和
任务搭配的“甜蜜区”。

4.哪个学科领域是你能手到擒来的？在课程
学习中不妨觉察一下自己，你最喜欢哪些课程？
你完成哪些课程的作业和考试最顺手？凡能手到
擒来的大多是你的优势学科领域。可考虑作为优
先选课的对象，还可作为调节学习疲劳的“调味
品”。学习时，若能在喜欢和不喜欢的科目中穿插
切换，可以避免单调乏味造成的大脑疲劳，让大脑
保持激活状态，调动大脑最佳战斗力。这些优势
领域就是你学科的“甜蜜区”。

5.什么样的学习环境能促进你的效率？你能
为优化当下的学习环境做些什么？没有任何一个
学习环境能适应所有人的需求，你效率最高的环
境是需要人为创设的。当你觉察到与自己相匹配
的环境特点后，可按相关特点改造自己当下的学
习环境，包括环境的声响、气温、人群、物品摆放
等，使之尽可能接近自己的需求。若环境实在不
给力，那就试着调整与适应，用前面1－4提到的
方法与新环境共处。如此，你既尽力改造了环境，
又提高了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可谓一举多得。
这是你与环境共处的“甜蜜区”。

6.休闲时，你喜欢分享哪些话题？你跟哪些
人在一起会比较舒服？从中可以觉察自己的价值
观、人际关系和对理想生活方式的期待。以此选
择和净化自己的交际圈和生活环境，请选择靠近
三观契合、志趣相投的人，关注自己喜欢的人与
事，减少无效甚至是负效能的社交。人生苦短，不
必把心力浪费在无关的和消耗自己能量的人和事
上，唯有集中心力于自己喜欢的人和事上，才能创
设和巩固自己的生活“甜蜜区”。

做完上述自我觉察的功课后，你大概已经摸
清自己应对新环境、新学业和新人际的“甜蜜
区”。剩下的功课就是集中力量于“甜蜜区”——
做自己喜欢做和能做的事，用自己喜欢和擅长的
方式学习和待人处事。祝你在自己的“甜蜜区”内
大有作为、绽放精彩！

惠君

让我们从讲礼貌开始吧

警方提醒：开学季是诈骗高发期

新生开学小心这些■ 本报记者 刘操

大学生什么时候最
好骗？数据显示为刚入
学的时候。近年来，在国
内各大高校，新生季都是
诈骗的高发期，有在迎新
的社交群里以“管理员”
身份发消息的，有以“师
兄师姐”身份搭讪、上门
搞推销的，还有冒充同学
套近乎准备放长线钓大
鱼的……

第一次离开父母的
大学新生，由于缺乏社会
经验，往往会成为不法分
子实施诈骗的目标。那
么，常见的诈骗陷阱有哪
些？应该如何防范？记
者邀请海口警方人士和
高校相关人士对开学期
间的诈骗手段进行分析，
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遇
事一定要冷静，不要轻易
盲目相信，应及时进行核
实，尤其是涉及财物及个
人信息等重要事项时，更
要严加防范，遇到紧急情
况要及时报警。

坑
开学了，大学校园人头攒动。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大学生的行囊变“轻”了，很多新生甚至只带了一个背包。图为海南师范大学校内新生报到的景象。

本报记者 罗孝平 通讯员 韩茂清 刘易 张翰月 摄

1
冒充教育部门人员

发放助学金，让你汇款

去年8月19日，准大学生徐玉玉
的母亲接到“171”开头的陌生号码来
电，称有一笔助学金要发放，并强调
当天是发助学金最后一天。因为此
前曾接到过教育部门发放助学金的
通知，徐玉玉信以为真，便按对方的
要求把9900元汇入了指定账号。

提醒：这是非常典型的领取补助
诈骗手段，行骗者冒充政府部门工作
人员，以发放“补助”的名义骗取钱
财。遇到类似骗局，只要提到现金或
银行卡的，都不要随意轻信；如果对
方要求到 ATM 机上操作，很有可能
是诈骗，可致电相关部门或110咨询。

2
冒充铁路部门客服

网购火车票，说要改签

如今网络发达，多数大学新生会
选择在网上购买火车票，但是千万记
得擦亮眼。

提醒：车票诈骗一般有两种情
况：退款退票诈骗。不法分子假冒铁
路部门客服人员，以“改签车票”等借
口行骗。请记住，铁路部门客服人员
和公安民警，绝对不会打电话索要验
证码或指引转账操作；钓鱼网站诈

骗。制作高仿真12306网站或网上银
行登录页面。学生和家长登录网页
时，要注意甄别网站真伪，对主动发送
到手机上的链接，务必谨慎点击。

3
冒充航空公司客服

购买飞机票，说航班要取消

如果是乘坐飞机前往学校，购买
机票后，若收到“您的航班因意外取
消，请核对后退改签”这样的短信，一
旦拨打短信里的“客服电话”，会有

“工作人员”要求你把银行卡和账户
信息进行绑定，并让你通过网银支付
改签“手续费”，最终将你卡里的钱转
走。

提醒：不要盲目拨打电话，应第
一时间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进行核
实；如果涉及财物、银行卡等重要事
项时，更要加以防范。

4
冒充老乡

谈笑间盗取钱物

刚入学时，新生相互不认识，骗
子正是利用这一点，装扮成新生或者
老乡和学生套近乎，骗取他们的信
任，并乘机盗走学生财物。还有的以
找老乡为名进入寝室楼后专门寻找
未锁门的无人寝室行窃，或在学生熟
睡时行窃。

提醒：对陌生人要想办法确认其
身份，另外，离开宿舍时新生应将贵
重物品随身带走，或者锁上存放起
来。

5
假冒学长

光天化日行骗

假冒老师或学生干部，直接进入
寝室向新生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比
如要收取每人100元的班费，或是某
某材料的工本费。

提醒：入学后要尽快熟悉自己的
辅导员老师和作为辅导员助理的学
生干部，遇到此类事情要及时向老师
或学生干部核实求证。

6
兜售手机卡

让你到非正规经销商处买

到了另一个城市，换张当地的手
机卡会更方便，但因为缺乏经验，一
些新生会被他人误导，到非正规经销
商处购买手机卡。新生购买这种手
机卡时，或许已经泄露了个人信息；
而使用了这种手机卡后，经常会接到
一些诈骗电话或垃圾短信。

提醒：接到自称是教育部门或校
方返还学费、给予补贴的电话和短
信，要先向学校等有关部门电话求
证；如果已经上当受骗，要及时向公

安机关报警。

7
冒充银行工作人员

说你的银行卡涉案被冻结

“你的银行卡因涉案已被冻结，
需要汇款到这个账户解冻。”如果接
到这类短信，紧接着又接到“银行工
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让你转账到他
提供的账户，那一定是骗局。

提醒：如今通讯诈骗层出不穷，
骗子会选择一些符合学生、家长、老
师身份的诈骗短信，撒网“钓鱼”。所
以，任何涉及陌生人让转账汇款的短
信，都不要轻信。

8
冒充学校老师

称孩子发生意外急需用钱

大学新生顺利入学后，不法分子
又盯上了家长。骗子会假扮学校老
师给家长打电话，称孩子发生意外急
需用钱等。着急的家长会给孩子打
电话，发现电话无法接通或关机时，
极有可能一时慌了手脚而将钱打入
骗子的指定账户。

提醒：大学新生应提前将辅导员
或班主任的电话告诉父母，遇到类似
情况时，家长只要拨打两三个电话进
行核实，便可拆穿骗局，切不可一时
慌乱入了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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