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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脚下中学操场宛如油画
近日，西藏那曲嘉黎县一中学，学生在漂亮如油画的操场上体

育课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湛蓝的天，流动的白云，静穆的雪山下
学生们尽情地踢着足球，跑道上的积水映着雪山的倒影美得无以伦
比，网友惊叹这是世上最美的操场，好想在这里踢球。

（据凤凰网视频 4.26）
扫一扫，看视频

杭州小学生戴一米帽上课
4 月 26 日是浙江杭州一到三年级开学的日

子。 开学前，杭州市养正小学的老师就让孩子们在
家和父母一起动手做“一米帽”。开学第一天戴着到
学校，要求不能碰到他人，不能损坏帽子。该校校长
笑着解释说：“这确实是我们的创意，用我们的提倡
的话来说就是：头戴一米帽、保持一米距。 ”

（摘自《浙江日报》4.26）

卫健委印发近视
预防新版指引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儿童、青

少年电子产品使用增多、户外活动
减少，增加了近视发生和进展的风
险。 为指导疫情期间儿童、青少年
近视预防，4 月 25 日， 国家卫健委
发布了《儿童青少年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近视预防指引（更新版）》，其
中对线上学习时间做出明确限制，
小学生每天不超过 2.5 小时， 每次
不超过 20 分钟； 中学生每天不超
过 4小时，每次不超过 30分钟。

（据国家卫健委官网 4.25）

考研网上调剂
即将开通

4 月 26 日至 30 日， 教育部将
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组织
举办“2020 年研考招生复试网上咨
询”活动，各招生单位将为考生答
疑解惑。 教育部网上调剂系统预计
于 5 月 20 日左右开通， 考生可登
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看相
关信息，达到条件要求者可申请调
剂。

（据央视新闻 4.26）

8岁小学生假期
学会 30多道菜

江苏扬州市梅岭小学 2 年级
的缪苇杭在这个超长假期里解锁
了一项新技能： 两个多月的时间，
他跟着爸爸从学习使用燃气灶等
厨房电器起步到下面条、 包饺子，
再到蛋炒饭、炸春卷，小缪苦练厨
艺学做了 30 多道菜。 小缪的父母
表示，孩子除了学习，生活技能更
不能缺。 网友评论：“不能让我妈看
到这条新闻”。

（据大众网 4.26）

一家三口向让行
的公交车敬礼
4 月 24 日，河南郑州，一家三

口通过斑马线时，B51 路公交车长
连姣停车礼让。 父母停下脚步向公
交车鞠躬，小孩看到后也跟着鞠躬
感谢。 车长连姣称：“非常暖心，父
母是孩子的榜样。 ”网友纷纷为这
一家三口点赞， 称这样的家教很
棒。 也有网友建议称：一家人举动
很好，考虑到行人安全，还是希望
过完斑马线再鞠躬。

（据新华网 4.26）

剑桥大学研发出
廉价呼吸机
据剑桥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

技术教授兹伊特勒介绍，其团队研
发了一种开源呼吸机，可以用现成
的部件组装而成， 单台成本不到
1000 美元，约为传统呼吸机的十分
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警告非洲
可能成为下一个疫情暴发中心，而
这个新方案旨在帮助包括非洲国
家等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

（摘自《中国日报》4.26）

两部门：严禁虚报挪用教育扶贫资金
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持续做好义

务教育有保障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级财政、教育部门要进一步推动落实教育扶贫
项目资金全过程绩效管理要求，严禁虚报、冒领、套取、挤占、挪用、截留、克扣“两免一
补”和学生营养膳食补助等扶贫资金。

（据财政部官网 4.26）

小朋友被老师说长胖了边哭边运动
4月 24日，天津一位小朋友与老师视频时，老师开玩笑地说他长胖了。 小家伙反驳

后生气地挂了班级视频。 之后他开始疯狂运动，一边运动一边哭，最后干脆回房间躲角
落里哭去了。 网友：我要有这个自尊心早瘦成闪电了。

（摘自《人民日报》4.26）

中国女生匿名
捐日本 2万口罩

一位住在日本西东京市的中国
籍女高中生， 日前来到当地市政府
捐赠了自己筹集来的 2 万个口罩。
该女生从 4 月 8 日起， 在网络上以

“我们是日本长大、住在东京的中国
高中生……”为开头，发起了募捐活
动，仅 1 天时间百余人响应，募集了
52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3.4 万元）左
右的筹款。 女生的行动让整个市政
府“震惊”，本来计划联系媒体，开个
捐赠仪式， 但被女生婉拒：“我自己
一个人也捐不了这些的。 ”最终捐赠
以匿名形式进行。

（据海外网 4.26）

韩国室外考试
考卷被大风吹走

4月 25日， 为防新冠肺炎疫情
感染扩大， 韩国保险代理人考试举
行了两天户外考试，全国 10 个考场
约有 7000 多名考生参加了考试。 考
生戴上口罩、 测试体温及消毒手部
后，在操场上间隔 5 米而坐。 没想到
现场刮起大风，导致试卷被吹一地，
监考老师们不得不跑着去追。 网友：
心疼监考老师一秒！

（摘自《新京报》4.26）

美术生遭盗窃
绘出嫌疑人画像

近日， 上海松江警方接报一起
入室盗窃案件， 报警人是一名艺术
院校的在校大学生， 她在报案的同
时， 还把一幅嫌疑人的速写画像交
给了警方。 民警拿到画像，通过调阅
小区公共视频， 迅速锁定了一名体
貌特征与之匹配度极高的男子，并
于当晚在其租住屋内将嫌疑人付某
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付某已被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据看看新闻网 4.25）

荷兰高中生
驾船横渡大西洋

4 月 26 日， 25 名荷兰高中生
因疫情驾船横渡大西洋回国。 学生
们此前在加勒比海接受为期 6 周的
航海训练，3月时，因受疫情影响，他
们无法从古巴乘飞机回国。 在 12名
经验丰富的水手以及 3 名教师的帮
助下， 他们驾船航行 7000 公里，历
时 5 个星期后回到荷兰。 在此期间，
学生们可在船上学习和做游戏，也
需要值班看守和打扫卫生。

（据“世面”国际视频新闻 4.27）

不张嘴的音乐课
4月 25日， 四川一中学音乐老

师王鑫考虑到脱掉口罩不安全，戴
上口罩唱歌太闷， 就想到用打节拍
的方式上音乐课。 于是他利用工作
之余制作了节拍 ppt， 学生不用张
嘴，用教学生打节拍方式上音乐课。
王鑫老师说， 用这样的方式上课学
生们注意力更集中，参与度更高了，
同学们都很喜欢。

（据北京时间新闻网 4.26）

妈妈为女儿手工还原艾莎战袍
近日，南京的陆女士为 5岁的女儿手工还原了动画人物艾莎的战袍。 她说，女儿看

过《冰雪奇缘》后很着迷，自己便开始动手。 到现在为止已经做了 5、6 件迪士尼的公主
裙，女儿穿着同款服装去游迪士尼和角色扮演者互动，常被路人问链接。陆女士表示，自
己陪伴女儿的时间不多，希望圆女儿一个公主梦。

（摘自《扬子晚报》 4.26）

家长背 70斤设备免费给学校消毒
姜旺开了一家环保公司，同时也是西安席王中心小学的学生家长，一个月前，姜旺

主动向老师表达了自己的心愿，为学校免费消毒。 近日，他背着 70斤重的设备，一个人
消杀近 20 间教室，目前他已经为四、五个学校提供了免费消杀。 姜旺表示，希望为孩子
营造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

（摘自《西安晚报》4.27）

父亲悄悄为女儿写满日历
去年 7月出国时，宁同学将一本没写完的生活日历留在家中，回国后却发现这本日

历被父亲悄悄写满了。 她说，这些内容都是父亲从日常的聊天中记下来的，很多细节自
己都忘了。 今年她买了一本新的，想和父亲共同完成。

（据人民网 4.27）

浙大毕业生开学不到一周就毕业
浙江大学从 4月 26日起安排学生分期分批有序返校。 2020 届春季毕业研究生成

为本次浙江最早一批返校开学的大学生。 据悉，这批毕业生需要在 4 月 26 日至 30 日
之间办理离校手续。 开学还不足一周就将告别校园走向下一个阶段，毕业生们表示，他
们心里有遗憾，也有不舍。

（据中新社 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