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首个儿童零食
标准发布

5月 17日，中国副食流通协会发布《儿
童零食通用要求》 团体标准， 提出少添加
糖、盐、油的规定，并要求规定氯化钠、蔗
糖、脂肪的限值。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关于
零食的标准， 也是关于儿童零食的首个标
准。 （摘自《新京报》5.17）

家长给全班学生
编口罩扣

近日浙江嘉兴一位小学生的妈妈给班
里每个同学编制了口罩扣， 因为小学开学
后，孩子告诉妈妈戴一天口罩耳朵很痛。于
是，这位妈妈就给自己孩子编织了口罩扣，
顺便给全班同学都编织了一个， 还写了一
封手写信来说明。 网友纷纷评论：“整个年
级都会想要了”“心灵手巧的妈妈”。

（据《都市快报》5.17）

聋人本科生
研发翻译软件

38 岁的郭蕊从小失聪，后靠辨别唇形
来与人交流。 2001 年，郭蕊考入北京联合
大学，成为全国第一批聋人本科生。 去年，
郭蕊成立了影像制作公司，有 21 名员工都
是聋哑人。目前，她正着手研发的一款针对
聋人的手机实时翻译软件已进入测试阶
段。

（据苏州广电总台蟹视频 5.17）

学校为高三学子
提供免费课间餐
为保证高三学子在复课后能有充分的

营养保证，河北正定中学从 5 月 1 日起，每
天为全体高三学生提供免费课间餐， 每天
一枚煮鸡蛋，随后会免费提供苹果、香蕉、
牛奶及各种小点心。据了解，学校连续三年
为高三学子穿插提供各式各样的免费课间
餐。而提供免费鸡蛋，学校已经持续了二十
多年，已经成为几代学子的深刻记忆。

（摘自《燕赵都市报》5.15）

父亲搬瓦 20年
供俩女儿上大学
5 月 15 日，山东淄博，来自临沂的 58

岁赵大叔， 在瓦厂干装卸工已经 20 年了，
一个月工资 3000 元，一天工作 12小时。一
片瓦三斤半重，双手一抱 10 多片就是三四
十斤，一天就是搬瓦 3万多斤。尽管工作很
累很辛苦， 大叔想想自己家中的俩女儿都
考上了大学， 给自己长志气， 就激动得流
泪。

（据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时间视频 5.16）

留学生创办汉服社
让外国人爱上汉服
杨娜第一次在伦敦穿汉服出街时，却

被错认成日本人，一声日语“你好”点燃了
杨娜的“野心”———要让汉服真正火起来！
从只有 5 人的汉服社， 壮大到每年三四百
人参加活动的英伦汉风汉服社； 外国朋友
从只会围观拍照，到爱上汉服；科普、传承
汉服这些年， 让杨娜和同为汉服爱好者友
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爆棚： 汉服和华
夏文化的美值得被全世界爱上！

（据央视网青年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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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寄口罩给英国友好校
近日，湖南长沙市芙蓉区大同小学的孩子们给友好校英国林肯敏斯特学校寄

去了 6500 只口罩，还画下许多暖心的手抄报，拍下短视频，表达鼓励和祝福。在包
裹上，他们用中英双语写下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和“守望相助，天下大
同”。 不久后，他们收到了英国孩子们用中文写下的“谢谢”。

（据新华视点 5.15）

学生黑板上写申请叫老师一声“爸”
近日，湖南衡阳富田中学，学生们在教室黑板上写下一封特殊的申请书，在这

封申请里，孩子们写道：老师，我们大部分人的父母都外出打工了，在校和您朝夕
相处的日子里，可以叫您一声“爸爸”吗？走进教室的老师凝视良久，含泪在黑板上
回复“同意”。 学生将这一幕拍下并发布在网络感动了众多网友：看哭了，恩师如
父。 （据未来网 5.12）

中国高中生父母对孩子上网管得最细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美日韩高中生在线学习比较研究报告》显示，

53.8%的中国高中生父母鼓励子女利用网络学习，比排在第一位的美国父母低 0.8
个百分点。 而中国高中生的父母对于孩子上网的时间、内容和网上学习等细节关
注得最多，各项比例均比其他三国高得多。

（摘自《中国青年报》5.14）

老师制作不交作业借口快闪视频
5 月 16 日，四川眉山，初三音乐老师王鑫制作快闪视频罗列学生不交作业

的借口。王老师称交作业是老师们每天都会谈到的话题，经常会听到同事讲有些
同学为了不交作业找借口。这个课件也算是为老师发了个声，目的是想引导孩子
认真完成作业。视频也在同学和老师之间引起了共鸣。同学们直呼：太真实了，小
伎俩被看穿。

（据封面新闻青蕉视频 5.15）

高中生帮
迷路小孩回家
5月 16 日早上， 浙江衢州三中

的学生严孙文、 邵蕾在上学途中发
现一名迷路的 4 岁小女孩， 他们一
边安慰她，把自己的早餐给她吃，一
边打电话寻求民警帮助。 他们把小
女孩抱到学校警卫室安顿好， 虽然
上课迟到了， 但老师得知原委后也
十分理解。 目前，小女孩在民警帮助
下，已安全被父母接走。

（据衢州电视新闻频道 5.18）

世卫组织给武汉
中学生手写回信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官方
微博发布了一封给武汉中学生的
回信。 这封四页纸的回信，全文用
中文手写，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写
下这封回信的人， 是世界卫生组织
驻华代表高登·加莱亚———他还有
一个中文名字叫高力。不久前，高力
收到了武汉市旭光学校的学生寄给
世卫组织的一封信———《给世卫组
织驻华代表高力伯伯的一封信》，信
中表达了武汉中学生对全球抗疫的
声援。

（据中国日报网 5.15）

小学生冒雨
搬砖搭过路桥
近日， 内蒙古街头因下雨导致

积水严重。 包钢五小一年级的张羽
彤见一位老奶奶拎着菜焦急徘徊，
于是在墙角找到一些砖头和木头，
一块块摆放在积水中， 还确认了它
们的稳定性。 她说，搭的这座“桥”可
以帮助老奶奶回家。 受到老奶奶的
感谢，她很开心，“感觉自己很棒”。
（据上海广播电视台看看新闻 5.16）

体育老师教学生
半身武术操

近日，江苏盐城，由于疫情期间
学校要求减少室外课程， 滨海中学
体育老师孙建炜为了让学生在室内
也能充分运动， 便改编了一套适合
多人坐在室内上课的“半身武术
操”。 学生经过一两节课的训练，就
可以坐在椅子上熟练打出一整套。
网友称赞老师多才多艺，表示“把课
间操改成中国功夫挺好”。
（据沈阳广播电视台盛京视频 5.18）

高校用“小火车”
接学生到宿舍
5月 16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内

蒙古医科大学非毕业年级开始陆续
返校， 学校专门设置了由一节火车
样式的红色车头， 牵引着两节观光
游览车组成的无轨道“托马斯小火
车”，载着学生们在校园中行驶。 同
学们拖着行李排队坐上“小火车”，
既欣喜又感动。 学校志愿者表示，设
小火车接送学生是怕学生有行李箱
会在返校途中比较劳累。 网友们纷
纷表示：“别人家的学校”“又拉风又
通风，棒棒哒”。

(摘自《钱江晚报》5.19)

高校为宿舍降温在楼顶种草
5 月 12 日， 河南郑州西亚斯学院宿

舍楼的“空中花园”引来学生的关注。 校
方通过种绿植来为宿舍降温，并计划给学
校 10000 多平方米的屋顶全都种上绿植。
后勤基建处相关负责人称，本次部分楼顶
种植的为佛甲草，能够适应不同季节的环
境变化，可以减少楼顶房屋温度的 24%～
40%，还能净化空气。

（据新京报我们视频 5.13）

学生围着武警官兵要签名
5 月 15 日，武警湖南总队益阳支队官兵

为结对帮扶的益阳市南县华阁镇老河完全小
学送来新校服。 穿上新校服，同学们里三层、
外三层把官兵们围在中间，追要签名，赠送活
动秒变“追星”现场。 校长称从 2018 年开始，
武警支队就陆续捐赠了图书、体育器材、办公
用品等。 网友表示：这才是我们该追的星！

（据红网时刻 5.16）

最高法：对侵害儿童权益案件绝不心慈手软
5 月 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7件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例。 最

高法表示，对侵害儿童权益的案件中罪行严重、情节恶劣者，该重判坚决依法重
判，该判处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据中国新闻网 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