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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休学开公司
北京四中道元班从 2010 年建立，在这个年年

由不到 20 名同学组成的班集体里， 汇聚了机器
人、物理、天文、文学、哲学、电影等各路神人。正在
读高二的齐麟致就是其中之一。他被老师、同学称
为“小乔布斯”，即将升入高三年级的他决定休学
一年创立公司，公司将致力于地理、社交方向的电
子应用。

（摘自《北京青年报》6.28）

“苹果”“WiFi”发型很萌
日前，网友“我们 1 班”在微博上晒出两位小

学生既呆萌又“登对”的发型：“IPHONE”苹果和
“WIFI”标志图案，看得众多网友忍俊不禁，纷纷
点赞。“现在的父母怎么都这么有才！ ”“两人不要
坐太远，不然没信号。 ”“高端的信息化教室呀，头
顶WIFI 的同学一定很受欢迎，班里的 WIFI 全靠
你了！ ”

（摘自《宁波日报》6.26）

学校请保安发毕业证
今年，浙江洪塘中学的毕业典礼有些特别，因

为学校 221名初中毕业生的毕业证， 将由学校的
厨师、保安和家长代表们来颁发。 校长胡龙华称，

“保安、厨师、图书管理员等，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最熟悉的陌生人，一直在默默为我们服务。希望同
学们能懂得感恩。 ”

（摘自《钱江晚报》6.26）

父亲为儿设计西瓜裤
日前， 台湾新竹市民范瑞峰利用西瓜皮为 5

岁儿子范植澔设计了一款独一无二的丁字裤，性
感却不暴露，环保又应景。照片在网络上引起热烈
讨论，“太清凉了”、“西瓜节最佳代言人”。 范瑞峰
说，下回要尝试做其他造型的水果装，也想设计亲
子装。

（摘自《南方都市报》6.26）

袖珍小学仅 1名毕业生
澎湖虎井小学今年只有 1 名毕业生陈婕妤，6

月 18日该校举办毕业典礼，特别邀请周边乡亲举
办小区运动会及营火晚会来热闹庆祝。 陈婕妤在
全校 9名学弟学妹们的簇拥祝福下， 载歌载舞尽
情表演。 据悉，陈婕妤 1人独享县长奖、议长奖等
25项大奖。 明年，该校会有 3名毕业生

（摘自《人民日报》6.19）

好邻居尝试拼养孩子
福州金山桔园小区某栋楼的一对邻居， 两个

月来共建了一个“兄妹营”———孩子轮流到对方家
里住一周，这周时间里孩子们的吃穿住行，都由其
中一方的家长负责。经过两个月的尝试和磨合，男
孩子豆豆的家长朱先生说， 原本内向的孩子变得
外向了； 女孩子苗苗的父亲陈先生也说孩子变懂
事了。

（摘自《海峡都市报》6.24）

午休时裸睡违纪
最近微博上有一组中学违纪通报单引发了公

众的关注，窗户玻璃雾气上画有孙悟空头像，裸体
上厕所，午休时坐着、裸睡、学习等行为都违反了
学校的纪律。经查证，有一些行为实际上并不是像
网上所说的出自河北衡水中学， 而是衡水下辖的
武邑县中学。这个学校实施班级考核量化管理，学
生的违纪都会用量化的形式体现。

（摘自《南方都市报》6.27）

小学生向老师献芹菜
6月 27日，是洛阳市西工区第三实验小学 60

多名小学生毕业的日子，学校为他们举行了“成童
礼”。 仪式的第一项是点朱砂，祝福孩子们健康成
长；随后，这些毕业生身着汉服，向父母表达感恩；
最后，孩子们向老师行揖礼表达感激之情，并向老
师献上芹菜。据悉，给老师送芹菜在古代是学生向
老师表达勤奋进取志向的方式。

（摘自《大河报》6.28）

大学生做砍价师赚百万
毕业季，很多毕业生在为找工作疲于奔波，而

河南郑州大学学生王波大二起便兼职创业， 如今
已经拥有自己的公司， 赚得人生首个 100 万元。

“我只是比同龄人先找准了方向， 逼自己设定目
标， 立刻为之努力， 利用别人娱乐的时间兼职创
业，并始终坚持下来而已。 ”这个被同学称为创业
达人的“汽车砍价师”王波如是说。

（据中新社 6.24）

学生毕业典礼吻校长
原本严肃的成都大学授位仪式， 因为美女毕

业生给校长献吻而显得格外轻松。 献吻的学生名
叫陈巧巧， 是成都大学政治学院法学专业的大四
毕业生。 她说，很幸运亲吻了她心目中的“男神”。
成都大学校长王清远说， 这是他今年 6 月到成都
大学上任后收到的一份特殊礼物，很珍贵。

（摘自《华西都市报》6.28）

高校推“吉尼斯纪录”
大学四年中，你曾与吴克群同台央视春晚？你

曾刷下 654分的 CET-4？ 你曾申请到专利 96项？
如果你做到了，你将有可能获得“吉尼斯之星”的
称号。近日，中国计量学院 2014届毕业生典礼上，

“吉尼斯之星”荣誉证书与学位证、学历证一起颁
发，是该校送给毕业生的一个特别礼物，也是传递
给在校生的一剂青春正能量。

（据中新社 6.24）

食堂师傅也要期末考
在武昌理工学院，不仅大学生们有期末考试，

连食堂师傅也有期末考试。近日，学校后勤服务中
心饮食部举行了食堂员工技能实际操作考试与理
论知识考试。 各食堂厨师、厨工、白案、保洁等共
57人参加了考试。 而考试主要是为了提高食堂员
工专业技能水平，提升食堂服务水平和饭菜质量，
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师生。

（据新华社 6.27）

清华开深夜自习室
近日， 清华大学为身处考试周的学生们设置

了一间晚 11 点至次日凌晨 3 点开放的深夜自习
室，零点后回寝室的学生如果害怕走夜路，还能申
请由保安护送。 此消息一出，让许多学生感到“贴
心”，但也有学生提出，正常的作息可能会被打扰。
据了解，从下学期起，深夜自习室将增设 WiFi、自
动售货机、门禁等，并将每晚开放。

（摘自《新京报》6.29）

学长请毕业生吃午餐
近日，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的 2350 名

毕业生收到一张 12元餐券，可供在食堂享用一顿
免费午餐。 而请客吃饭的是去年毕业的学长颜少
容， 这次他花了 2.8 万元给学弟学妹们提供大学
最后一顿午餐。颜少容说，这样做是为了给正在找
工作的学弟学妹们加油鼓劲， 希望明年也能有学
长来请毕业生吃饭，延续难得的校友情。

（摘自《海峡都市报》6.25）

校领导献歌毕业生
校领导班子与学生同唱《送别》，书记和校长

共奏民乐《常回校看看》……6 月 28 日，“献给学
生的歌”文艺晚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来自上海
15 所高校的书记、 校长与毕业生们同台演出，以
歌寄情，以歌励志，用朋辈身份送别毕业生，献上
一份特殊的毕业礼。

（摘自《中国教育报》6.28）

七旬教授写百万字教案
近日，手写百万字教案、年届七旬的四川大学

锦江学院严廷德教授“红”了，他的学生们几乎人
手一本教案副本， 作为大学四年留给他们自己的
青春记忆。 一位学生说：“这是老师送给我们最宝
贵的财富，以后每当我看见它就会提醒自己，治学
做事要严谨，做人得谦和。 ”

（据中新社 6.23）

父母的个性签名太雷人
“如果把一生拍成电影，你会取什么名字？ ”、“清茶渺渺，品味人生”……看到父

母长辈这样“土得掉渣”的个性签名，你是否会笑破肚子？如今，越来越多的长辈学会
了上网，个性签名是他们表达状态的最直观方式。 但是，细心的人会发现，大多数长
辈的个性签名似乎从骨子里就透出一股“饱经人世沧桑”的味道，甚至被年轻人吐槽
为“一句话暴露年龄”。

（摘自《西安晚报》6.28）

填志愿引发两代人矛盾
6 月 26 日，高考开始填报志愿了，不少家长和孩子在填报志愿的选择上出现了

极大的分歧。对此，专家表示，填报志愿时，家长要与孩子进行沟通，要全方位地了解
孩子的优势，冷静看待“冷”“热”专业；在与孩子意见分歧很大时，父母要进行引导和
建议，不要一意孤行，还是要把最终选择权归还给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

（摘自《重庆商报》6.27）

幼儿着学士服走红毯
6 月 28 日， 山东青

岛开发区第一幼儿园怡
和嘉园分园 2014 级大
班举行毕业典礼， 全体
毕业生身着学士服在盛
装父母的陪同下， 依次
走过红毯， 在毕业榜上
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其气势不输当红影星红
毯秀。

（据中新社 6.29）

美女大学生剃度出家
近日，一个微博名为 @ 才真旺姆的 80 后女孩走红网络，不同于多数大学毕业

生按照工作、结婚的轨迹实现自己，这位毕业于青岛大学的济南姑娘选择了剃度出
家，其父母则表示永远支持女儿。 因正值毕业季，该微博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大量
网友的围观和争论。 对于实现成功和幸福的标准，网友纷纷晒出自己的看法。

（据新华社 6.12）

论文答辩网上进行
日前，清华大学首次在线直播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全过程。 一个多小时的直

播中，清华校内师生数百人次在线观看了答辩视频，并小范围尝试了线上与线下的
互动。 随后几天，一门名为“清华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集锦”的课程正式上线。
专家点评， 把论文答辩搬到网上， 将为高校教学质量与方式的变化带来切实的帮
助。

（摘自《光明日报》6.28）

小学生毕业办豪华派对
露天草坪、白色长桌、西式自助餐、主题背板……这是沈阳一所小学六年级一

个班在办毕业草坪 party。 而办这样一场毕业草坪的 party价格不菲，70人的价位在
15000~30000元之间，光场地费一项就要 5000~8000元。 眼下，“毕业经济”正在校园
内外红红火火地“燃烧”着。 每年这个时候，“毕业宴”都是餐饮行业必然争夺的一块
大蛋糕。

（摘自《沈阳晚报》6.25）

家长送儿上高价课外班
暑假到了，不少家长给孩子报了课外班。 这些课外班每课时少则五六十元，多

则上千元。有的孩子一个暑假课外班的花费超过了父母两个人的工资。不少家长交
钱时都在抱怨课外班的各种贵，但还是义无反顾地给孩子报。 至于这些钱花得值不
值，能不能省一些，却很少想过。 有家长粗略算了一下，孩子课外班的花销约 17 万
元，相当于一辆中档轿车的钱。

（摘自《北京晚报》6.27）

中考题掀笔划热潮
今年北京中考语文试卷中出现了笔顺题，很多学生就被“为”难住了———“为”

字笔顺，“第二笔到底是‘点’，还是‘撇’？ ”新颖题型引发人们热议，更掀起了一股笔
划热，网友们纷纷找来各种模棱两可的字考察自己的笔顺水平。 很多网友表示，中
考重视汉字基本功，在刷屏时代显得至关重要。

（摘自《北京晚报》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