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2021年全国高考结束已有半个多月，“后高考经济”的大
戏已开始上演。1078万的庞大高考生消费群体、长达3个月的
假期以及高压过后的“嗨玩放松”心态，为“后高考经济”注入强
大的消费活力。数据显示，旅游、医美、驾考等行业将因此受益。

2021年全国高考的大幕至今已落下半月有余，伴随长达近
3个月超长暑假的到来，“嗨玩放松”“外貌蜕变”“培训提升”成了
考生们度过这段告别与启程时光的关键词。

与之相对应的是，1078万的庞大高考生群体投身于旅游出
行、电子产品、医美、培训学习等消费，正逐步释放出巨大的消费
活力，成为“后高考经济”的消费主力。

““毕业旅行毕业旅行””热度攀升热度攀升

高考结束后，来一场“毕业旅行”成为诸多考生的放松
方式。有数据显示，高考毕业生及同龄用户群体出行时间
在 6 月 10 日至 7 月 30 日之间的旅游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
78%，同一时期高考毕业生的酒店订单量，同比上涨超 3 成。

为了帮助游客更好进行旅游决策，马蜂窝旅游联合腾讯文
旅共同发布了2021年夏季“旅游蜂向标”。数据显示，今年夏季
国内旅游热度排名前 10 的目的地分别是北京、成都、重庆、上
海、西安、长沙、三亚、青岛、杭州和厦门。此外，呼伦贝尔、乌兰
察布、承德、哈密、白银等成为热度涨幅榜排名前10的城市。

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分析说，国内热门目的地
涨幅榜排名前10的城市，以西北地区城市居多，热度增长最快
的呼伦贝尔，涨幅超170%。一直以来，呼伦贝尔都被看作是最
适合夏季避暑的目的地之一，丰沃的草原进入最佳游玩时节，也
很适合学生们一起“毕业旅行”。

面对终于松弛下来可以“撒欢儿”的考生们，旅游景区也是
各出妙招，通过免费、折扣等优惠吸引高考考生。例如，成人票
价170元、学生票价130元的上海某蜡像馆，对2021届高考生的
优惠价格为95元，要求2人及以上一起使用，凭身份证和高考准
考证即可入园。

高科技电子产品成高科技电子产品成““标配标配””

手机、电脑、蓝牙耳机、智能手环……高科技电子产品似乎

已经成了高考考生进入大学前的“标配”。
此前拼多多的消费数据显示，高考结束后，该平台手机、电

脑等数码产品迅速升温，高考结束首日数码产品销量较前一天
上涨超过210%。

京东“618”大促期间，随着“Z世代”释放消费潜力，高端笔
记本电脑成交额同比增长145%，精准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游戏手
机累计成交额同比增长5倍，新国货手机成了手机市场的宠儿。

“很多家长想通过满足孩子的消费欲望作为辛苦学习的补
偿，但不应忽视的是引导孩子建立理性、适度的消费观念。”天津
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政认为，对于即将开始独立生活的“准大
学生们”而言，如何量入为出、避免奢侈浪费，是值得学习的课题。

““让自己变美让自己变美””的努力不曾止步的努力不曾止步

来自河南的黄锐一出考场，就径直走上了去染发店的路。
“高考结束了，染什么发色好？”她通过社交平台征求大家的意
见。“我高考结束之后染了粉色”“想起来高考完和朋友去染头
发到半夜”，一些高考后染发的“过来人”踊跃向黄锐分享他
们的经验。

北京某美容美发连锁店的首席总监李波认为，根据多年的
从业经验，高考后做美容美发的高中生比平时多。“除理发
外，平时基本上没有学生来做发型，偶尔有一两个也是放假过
来做，开学再做回去。现在高考结束刚几天，已经有一些家长
带着孩子来烫发了。”

“青春期的孩子很在意让自己变得更漂亮，但是高考前学校
不允许、家长不同意，学习也比较紧张，于是，很多孩子选择考完
试后来‘变美’。”李波觉得，高考前以学习为重，高考后对容貌提
升做出更大努力，这是孩子正常的成长过程。

除了美发、化妆外，近年来，高考后还掀起了一股“微整
形”浪潮。一些学生选择通过医疗美容、摘镜手术等来提升外
貌、改善形象。

以技能提升迎接人生新阶段以技能提升迎接人生新阶段

“学车考驾照”已经是和暑假相伴而生的词。6月1日起，
全国公安交管部门 12 项便利措施实施，驾驶证考试内容减
少，约考间隔缩短，让更多的考生有动力利用暑假时间学车，
拿到驾驶证。

除了学车外，不少考生还会选择在假期给自己多方面“充
电”，参加各种培训班、兴趣班。

“我打算学一些关于编程的东西。”还不确定自己大学会学
什么专业的时铭扬已经准备好了在暑假学习编程，“我现在都有
点玩够了，学编程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用得上。”

对于零基础学编程，在技能提升中可能会遇到困难，时铭扬
抱着轻松的心态：“试试嘛，凡事都得尝试，边玩边学。”

“‘边玩边学’是一种对于后高考时代的考生而言很好的状
态。既适度放松，张弛有度，又不至于因为一味疯玩浪费大好时
光。无论是培养兴趣爱好，还是学到一技之长，都有助于学生以
更加饱满、从容的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张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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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过后，收到心仪大学录取通
知书是高三学子这个夏天最欣喜的
时刻之一，一份设计独特的录取通
知书会让这个时刻更加令人难忘。
近日，微博上“录取通知书设计感
大赛”的话题引发网友热议，不少
高校纷纷晒出了 2021 年高考录取通
知书，有的庄重古朴、有的科技感
满满。其中一些设计新颖的录取通
知 书 引 发 不 少 网 友 直 呼 “ 羡 慕 ”

“爱了爱了”，例如，哈工大“会发
光”的录取通知书、天津大学“星
意”满满的星空版录取通知书、南
开大学附赠莲花种子的建党百年特
别版录取通知书……每一所高校的
录取通知书背后蕴含的是学校历史
和文化，传达的更是学校对学子的
热切期望。

哈工大录取通知书哈工大录取通知书““会发光会发光””

高考结束后，哈尔滨工业大学
“会发光”的录取通知书一正式发
布就引发了网友热议。该录取通
知 书 主 视 觉 运 用 了 镭 射 材 质 呈
现，这种材质表面不发光，但在
光的照射下，每一个角度都呈现出
不同的色彩。

101岁的哈工大通过微信公号发
布录取通知书时介绍，此次录取通
知书的设计概念从“分享”的主题
出发，包括四个章节，其中，“破
茧”是哈工大 2021 本科录取通知书
的第一章节，外封套象征了一种突
破自我、破茧而出的含义；“生花”
和“归仓”其实是两份感谢信，学
子可分别献给亲人和师长；而“新
程”是此次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最后
一个章节，它是一张刻有“哈工大
见”的卡片，也是一封周玉校长送
出的寄语。

看到这份录取通知书，网友纷
纷表示“高级、有创意”，还有不少
网友直呼“羡慕”“爱了爱了”。有
网友称“好看是其次，用心是真
的”，还有网友笑称“有种想为了录
取通知书再次参加高考的冲动”。

南开推建党百年特别版录取通知书南开推建党百年特别版录取通知书

如果说哈工大的录取通知书有
“满满科技感”，那么南开大学的录
取通知书则有着浓厚的南开大学的

“特色”。南开大学的建党百年特别
版录取通知书是青莲紫色的，这是
南开大学的校色，象征着南开办学
的独特品格，轻轻拉动录取通知书
封面的校徽，就能回溯南开历史的
重要节点，感受日月交相辉映。白
天，图书馆中心馆庄严肃立，其上
是初升红日与展翅鸾鸟；夜晚，宁
谧的月光下，南开主楼散发着温暖
的灯光，日新月异，生机不止。

随录取通知书寄出的还有一封
来自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正名的亲
笔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南开
大学毕业的第一名研究生，他为
国家所需专注学术研究，数十年
如 一 日 投 身 科 研 。 通 过 这 封 信，
新一代的南开人将接过接力棒。此
外，南开大学还随录取通知书附赠
了一个荷包，内含两颗莲花种子，
这是来自浙江嘉兴的种子。徜徉于
南湖的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也激励着我们乘风破浪、扬
帆远航，希望学子们把种子一颗留
在故乡，不改初心；一颗带来校
园，见证成长。

天津大学录取通知书天津大学录取通知书““星意星意””满满满满

和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同时
引发热议的还有天津大学的“星
意”满满的星空版录取通知书。当
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在火星和木
星之间，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
星中位列 8917 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

“天津大学星”，这是天津大学 77、
78 级校友送给母校的礼物，也是所
有天大人的信仰之星。今年，天津
大学以“8917 号天津大学星”为主
题设计的录取通知书便是该校给本
科新生最独特的礼物。录取通知书
封面是无数闪耀的星星，织成深沉
又静谧的星空包裹着它，“花堤蔼
蔼，北运滔滔”的校歌隐藏在星形
镂空下。

在录取通知书的开合处，有一
颗温感变色的“天津大学星”，当
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用手触摸拽动
的瞬间，就能用体温让其闪耀开
启。色彩变化的刹那，也寓意着新
生 与 天 大 签 订 了 一 份 “ 星 河 之
约”，愿学子成为天津大学新时代
的“追星人”，努力在未来成为灿
烂星河中一颗闪耀的新星。

随着录取通知书，天津大学还
为新生们送上了星空系列校园卡、

“星想事成”许愿卡和校园文化地
图，让新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同
时，能快速熟悉心仪的大学。

陕师大坚持十余年手写录取通知书陕师大坚持十余年手写录取通知书

每年各大高校晒录取通知书的
时候，陕西师范大学的毛笔手写录
取通知书总能吸引网友的眼球。汉
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书法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陕师大一直
有重视书法的传统，2007 年开始，
该校就用毛笔书写新生录取通知
书，从32开到16开，从普通铜版纸
到吸墨更好、书写更清晰的布纹
纸，从单一手写版到同时制作报到
专用的打印版和收藏留存的手写
版。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师大人不

约而同地加入到了书写录取通知书
的队伍。他们中，既有白发苍苍的
老教授，也有专业的书法教师和感
恩母校、传递爱心的校友。

至今，陕师大已坚持十余年组
织全校老教授和书法名家用毛笔书
写录取通知书，让广大学子在入校
前，便收获一份富有经典气息、饱
含中华文化之情的“成人礼”，它被
网友誉为 “最好的开学第一课”“史
上最值得珍藏的录取通知书”。

内存
录取通知书传达录取通知书传达 对学子热切期望对学子热切期望

每一所高校发布录取通知书
时，不仅是展示录取通知书中的设
计巧思，更重要的是介绍录取通知
书背后蕴含的学校历史和文化，传
达学校对学子的热切期望。

哈工大在发布录取通知书时表
示，会发光的录取通知书设计符合
哈工大人的独特气质，勤勤恳恳、
朴实无华，只要有舞台，哈工大人
就能绽放出炫目的光芒。期待云集
在哈工大的学子们，在未来的求学
路中都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璀璨人生。在每一次迷
茫中寻找，每一次困境中坚持，经
历蛹化成蝶的蜕变，成为生逢其
时、肩负重任的“新青年”，成为新
时代的追光者。

南开大学则通过录取通知书的
设计，向学子们讲述了学校102年的
历史，希望学子们来到南开，与名
家大师为友，饱饮知识的甘泉，碰
撞思想的火花，与多彩校园为伴，
秉公赋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与社会生活和时代脉搏紧密相连，
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通过校
友的一封信激励新时代的南开人继
往开来，接过强国时代的接力棒，
不负韶华，终成国家栋梁。

天津大学在发布星空版录取通
知书时也向学子们送上了美好祝
福：愿你们共同成就最灿烂的“星
河”，足开烟雾鹏垂翼，手摘星辰月
转波，预祝你成为天津大学新时代
的“追星人”，让这颗星指引你前
行，祝愿你眼有星辰大海，胸有丘
壑万千，成为灿烂星河中最闪耀的
那一颗。

坚持多年毛笔手写录取通知书
的陕师大表示，一笔一捺，传承历
史，书写文化，这是陕西师范大学

“抱道不曲 拥书自雄”的学风、“淳
厚博雅 知行合一”的校风、“扎根西
部 甘于奉献 追求卓越 报效祖国 ”
的西部红烛精神传承的过程，更是
引导学生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发展事
业相结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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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高考经济带火了哪些消费后高考经济带火了哪些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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