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岁萌娃
帮父母做农活
近日，甘肃定西一名 4 岁小男孩

在地里帮大人做农活的视频受网友
关注。 小男孩种土豆、压地膜，动作熟
练样样拿手。 男孩母亲称，没有刻意
去教他， 他在一旁看着大人做就会
了，然后主动来帮忙。

（据人民网 3.22）

黑龙江为医务烈士
子女高考加 20分

3 月 19 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发布通告： 被认定为烈士的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子女，享
受就近就便入读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和当地中考照顾政策； 参加普通高
考、成人高考的，在文化课统考成绩总
分的基础上加 20 分。为被认定为烈士
及获得表彰的医务人员子女报考高等
学校提供备考、应考、志愿填报等环节
专项服务。

（摘自《黑龙江日报》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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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乡村女教师背着娃娃上网课
27�岁的中学化学教师罗银艳，年前去福建陪

当兵的爱人过年，因新冠肺炎疫情一直“滞留”当
地。 因孩子太小离不开人，为了不耽误毕业班学生
学习， 罗老师选择背着孩子上课， 学生们也很理
解。 她白天用手机直播教学，晚上哄孩子睡着后再
备课改作业。

（据凤凰网 3.23）

太原 50余名音乐教师开启“云合唱”
“荆楚遇大疫，三晋白衣战士，不惧荼毒，无畏逆行，永担战疫重任……”近日，一首

由山西本土音乐人打造并制作的原创音乐作品《逆行》MV 正式发布。这首歌曲的“合唱
版”首次尝试了“云录制”模式———由太原 50 余名中学音乐教师在特殊时期用手机隔空
录制，用歌声向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致敬。

（摘自《山西晚报》3.18）

山东建筑大学修建
4600平方米隔离区

山东建筑大学为了保证开学以
后学生的健康安全，2 月底开始建设
总面积 4600 平方米的隔离区， 共有
162 个隔离房间，wifi、 空调、24 小时
热水，满足学生隔离期间生活学习需
要。 学校基建处副处长称，有相关的
专业和校友企业的帮助，预计 4 月初
便可交付使用。 网友表示：不愧是建
筑大学。 （摘自《环球时报》3.20）

全球 8.5亿学生
因新冠疫情停课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消息，
全球已有逾 8.5 亿儿童和青少年因新
冠肺炎疫情而停课，人数约为全球总
学生数的一半。据报道，全球已有 102
个国家和地区全面停课， 另有 11 个
国家和地区局部停课。 这意味着，短
期之内面临学校停课的学生人数翻
了一番， 预计这一数字还将继续增
长。

（摘自《每日经济新闻》3.19）

毕业生举报导师剽窃其论文发表
河南郑州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一毕业生在微博实名举报，其导师剽窃她的毕

业论文，未经允许发表到期刊上，复制比达到 90%。 当事人称，目前事情已经解决，老师
已向她道歉，也要求期刊撤稿。 学校称领导在处理此事。 （摘自《新京报》3.23）

9岁男孩宅家
当“启蒙老师”
王晨轩是武汉市一名小学三年

级学生，父亲是武钢职工，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一直奋战在战疫一线，家里
只有母亲照顾兄弟二人。“我是‘老
大’，我要照顾弟弟。 ”为了帮妈妈分
忧，9 岁男孩王晨轩成了 2 岁弟弟的
“启蒙老师”， 每天带着弟弟读书、学
习、做游戏，还借着“空中课堂”教会
弟弟 20 多个英语单词。

（摘自《长江日报》3.21）

爸爸隔空“拥抱”女儿
3 月 17 日， 湖南省第 11 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返

乡。 经历 1 个月的分离，要先去隔离的医疗队队员
苏华和女儿只有短短 10 分钟的见面时间。 女儿远
远地说：“我想抱你爸爸！ ”苏华便隔空给了女儿一
个“拥抱”。网友纷纷表示：泪目！希望英雄们早日与
家人团聚！

（据央视新闻 3.21）

研究生搭起山区支教“云课堂”
2004 年，陕西师范大学为山阳县捐资建起刘家村希望小学，10 多年来，一批批陕师

大学子赴刘家村希望小学接力支教。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陕师大研究生会、“行知”公益
社当即倡导启动了“大手拉小手·停课不停学”研究生网络义务支教活动，该校 54 名研
究生踊跃报名，搭建起爱心“云课堂”，为 180 多名山区贫困家庭孩子送去关爱。

（据中国青年网 3.18）

北京中考毕业会考两考合一
近日，北京市教委制定了《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强调北京市将中考

和毕业会考两考合一，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是衡量学生达到国家规定学习要求的程度，考
试成绩将成为学生毕业和升学的基本依据。 现在的初二学生将于本学期期末迎来首次
“学考”，他们按计划将于本学期末参加地理、生物两门科目学业水平考试。

（摘自《北京日报》3.24）

杭州科学老师为拍教学视频全国追月
秦鸿翼是北外附属杭州橄榄树学校的科学老师，担任杭州市天文学会理事长。 秦

老师发现，中小学科学课的天文内容配套课件的素材很多已经过时，网络关于天文的
视频资料很多，可针对中小学教学的几乎没有。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理解天文科学，秦老
师从去年开始，决定结合天文爱好，在全国拍摄天文视频，用于中小学的天文教学。

（摘自《钱江晚报》3.24）

海南推迟今年高考体育类专业考试时间
海南省考试局 3 月 23 日发布通知，为保障广大考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

海南省教育厅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统一部署，经研究决定，推迟原定于 4 月 10 日至 13
日举行的 2020 年海南省普通高考体育类专业考试，具体考试时间另行通知。

（摘自《海南日报》3.24）

多地明确开学时间
近日，已有多个省份明确了具体

的开学时间。 青海、贵州、新疆等部分
地区学生已正式开学，返回校园。 山
西省域高三年级按照 3 月 25 日做开
学准备，中考时间原则上顺延一个月
左右。

（据中国经济网 3.24）

“梦之队”助藏区
学子备战高考
每天辅导学生两小时，是这段时

间武汉科技大学大一学生陈珍的生
活日常。 疫情期间，她和来自武汉科
技大学、湖北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东
北师范大学 4 所高校的 47 名大学
生，组建了一支志愿服务队，利用群
聊问答、视频直播等方式，为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藏文中学和
九龙高中的 288 名高三学生提供免
费的高考学习辅导。

（摘自《中国青年报》3.24）

809 名实习师生
乘“定制”专列回家

3 月 23日傍晚，在山东潍坊火车
站候车大厅里，结束实习准备返回昆
明老家的学生和鑫雄坐上了“定制”
专列 K4875 次。 当天，与和鑫雄一起
踏上归途的共有 809 名师生。 因潍坊
没有直达昆明的火车，在青岛西车务
段、潍坊站的沟通协调下，原本自烟
台始发终到昆明的一趟列车改为潍
坊始发，确保师生顺利返乡。

（摘自《潍坊日报》3.24）

武汉大学
开通“云赏樱”
进入3 月中旬， 武汉大学樱花开

放。 因疫情防控，校园不对公众开放，
为了满足大众对美景的期待，武汉大
学开启“云赏樱”，通过网络为公众呈
现校园樱花实景。

（摘自《中国日报》3.17）

孩子取快递走出
六亲不认步伐
近日，河南驻马店一位网友分享

了一段让儿子去取快递的视频。 只见
孩子拿着快递， 手舞足蹈蹦蹦跳跳，
摇头晃脑， 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
连快递都扔了。 这一幕正好被楼上的
妈妈拍了下来。 网友表示：取快递不
重要，重要的是熊孩子能出去转一圈
儿。

（摘自《成都商报》3.24）

儿子不做作业
气得爸爸离家出走

因为 9 岁的儿子不好好写作业上
网课， 来自江苏常熟的吕先生气得离
家出走， 一个人搬到了泰州靖江的单
位宿舍居住， 并声称要和儿子断绝父
子关系。 近日， 孩子和妈妈到靖江寻
找， 但因为爸爸不接电话只能报警求
助。通过民警劝说，吕先生对孩子予以
原谅，一家三口回了家。

（摘自《现代快报》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