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群狼精神管理班级
吉林省延吉市第一高级中学高一五班上课点

名用“狼名”：小灰狼、雪狼、新狼、南极狼……班级
提倡的也是“群狼精神”：坚决吃肉、绝不吃草；同
进同退、群狼众心；充分沟通，绝对服从；极富耐
心、冷静沉着……班主任董庆军说，他要让自己的

“狼兵狼将”学会团结、坚韧和拼搏向上。
（摘自《新文化报》2013.1.22）

父子签物质奖励协议
近日，一份“父子协议”引起围观。“没办法，

签署了这份父子协议，也不知道对不对。 ”一句
话， 也多少看出了发帖人作为父亲的纠结。 目
前， 郑州市中小学生正在为迎接期末考试而紧
张复习， 不少家长已经开始给孩子准备各种考
试奖励。 该行为引发了家长、老师以及专家对于
物质奖励这种做法是否可取的激烈探讨。

（摘自《大河报》2013.1.14）

高校启用脸部识别门禁
近日，“打脸”成为郑州黄河科技学院外国语

学院的热词。 原来，该院从 2013年起实行新的门
禁系统“脸部识别”，以考察学生的出勤情况。 全
国高校只此一家。 有网友发帖称：该校的打脸系
统有以下情况：你所要刷的脸妆太厚，请洗脸后
重刷；你的脸不在服务范围内。 学生表示此举能
保障学生的安全，也有一些学生抱怨：这不是要
本院的学生每天素颜朝天吗？

（摘自《青年导报》2013.1.18）

小学设班级“自助银行”
学生临时缺钱用，写个借条便能在班级“自助银行”里“贷款”。 武汉红钢城小

学每个班级均设置了这类“自助银行”，可随时供学生借款救急，但必须有借有还。
资金来源主要是变卖班级废品所得，也有学生把自己的零花钱捐进来。 平时班级
组织看望孤寡老人、献爱心等公益活动，所需费用也是从“自助银行”支出。

（摘自《楚天都市报》2013.1.15）

“这边是医务室，二楼右边的办公室是大队辅导员教室。 ”日前，杭州市胜利小
学一年级的小朋友们一到课间就会在校园里“认路”。 一学期下来，有些不常去的
专用教室还比较陌生，而偏偏这次期末考试，老师们出了怪招———要考学生们的

“跑腿”能力，比如：请你去传达室取一本杂志。 老师表示：这样做能让孩子学习到
东西，也能获得破解难题的喜悦。

（摘自《青年时报》201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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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让学生自建档案袋
“注重对学生学习成长过程的评价”不能只停留在书面上、口头上，更需要一个

合适的载体。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学生成长档案袋”应运而生。档
案袋由学生、老师、家长共同完成。 它收集的是能够反映学生学习过程和结果的资
料，包括学生的最佳作品、获奖证书、社会实践活动记录、老师和家长的评价、平时
的作业和考试等信息。

（摘自《新民晚报》2013.1.17）

高中实行按分排座
分数高的学生有挑选座位的特权，分数低的同学只能挑剩下的。武汉市第四十

九中学高一（1）班实行“按分排座”。不过，“按分排座”中的分数并不是考试成绩，而
是根据《班级公约》来评定的“行为分”：为班级获得荣誉可加 1-2 分，在社区做志
愿者可加 2分，迟到扣 1分、旷课扣 2分等。

（摘自《楚天都市报》2013.1.16）

女孩画大陆省份拟人画走红
如果把中国每个省份都用拟人化的漫画代替，你会把北京画成什么？ 近日，网

友们从“神秘魔法石”的连载漫画中找到了答案，北京成了一个手摇折扇、怀抱京
胡的“京爷”。 除了北京，其他省区市也以各种人物形象示人，体现了各地风土人情
特点，网友们纷纷喊被“萌”倒。 漫画作者是台湾一所大学动画游戏系大一女生。

（摘自《新京报》2013.1.18）

武汉一中学开错题本超市
错题本超市你听说过吗？ 近日，武汉市楚才中学就开了这样一个超市：因九年

级的学生每门学科都有错题本，收录了平时作业测试中老师认为非常有价值的题
目，涉及学生易错的中考考点，学生自主搜集的易错题以及整理出的出错原因等
内容。 学校还定期举行错题本超市展示活动，这种展示可以让家长、老师了解学生
情况，也能让学生们互相学习。

（摘自《楚天都市报》2013.1.18）

4岁娃客串铺路工

“跑腿”代替卷面考

大学生盘点自习室八大公敌
近日，大学生们盘点出了自习室里的“八大公敌”，即：占了又不坐的占座狂，

山崩地裂之抖腿狂魔，尿频尿急尿不尽的肾虚男女，来电必响必振动必接听的偏
执狂，皮卡皮卡扣人心弦的鼠标电脑怪人，咔嚓咔嚓清脆不悦耳的零食进补党，你
侬我侬耳鬓厮磨生离死别羡煞旁人的二人世界，没有申请就占用教室的征用帝。

（摘自《楚天金报》2013.1.14）

搬砖头、铲沙子、运水泥、铺地砖……
如非亲眼所见， 您或许很难想象这些苦差
出自一个 4岁男童之手。近日，这一幕真实
地出现在佛山市禅城区华远东路的人行道
工地上。唐姓夫妇是四川人，他们每天一早
便将小孩带到工地，大人干活，小孩则在工
地睡觉。为替父母“减负”，懂事的男孩小胖
操起“家伙”帮父母干起“体力活”。

（摘自《广州日报》2013.1.17）

作文《李家的城》疯传
一位香港小学生写的作文《李家的城》近日疯

传网络。 在这篇作文里，该生历数了屈臣氏、百佳、
惠康等在香港街头随处可见的李氏家族产业。 随
后，他继续写道：“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
的城。 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准时
上班，不准时下班。 这都是诚哥的伟大。 ”

（摘自《呼伦贝尔日报》2013.1.17）

“做实验”段子引造句
“男朋友因为做实验而不理我，我趁他休息

进他实验室把他所有样品的标签纸全都撕了，然
后混在一起倒进了废液缸里，男朋友回来竟然要
和我分手。 楼下回复说： 他没砍死你说明他爱
你。 ”这个段子引来了众多人效仿造句。 网友“呱
噪”造句称：男朋友因为做视频不理我，我趁他上
厕所把他用 5 个小时剪辑成 30 秒视频全删了，
男朋友回来竟要和我分手。

（摘自《扬子晚报》2013.1.17）

工科男制电阻手链追女生
1 月 15 日，网友“韵子 rhyme”一条名为“工

科男怎么追女生的？ 电阻做成的手链”的图文微
博被网友疯狂转发。 图片显示，手链一共由 31个
电阻器件构成， 有的电阻器件上还串上几粒珠
子，看上去十分潮。“韵子 rhyme”表示：手链是重
庆大学一位工科男送给自己朋友的礼物。 这些电
阻器件的阻值总和是 24640 欧姆，如果将这几个
数字在朋友的手机上输出来，便是“爱你”。

（据新华社 2013.1.17）

春运生存手册受热捧
又到一年春节时，当人们满脸愁苦地在网上

刷票时，一本“春运快乐生存手册”风靡网络。 这
本手册分别从“抢票”、“装备”、“防盗”、“温饱”和

“玩乐” 五个方面来介绍春运旅途中的快乐小招
数，实用又有趣，被网友奉为“春运神器”。

（摘自《广州日报》2013.1.16）

贴“招媳妇”告示占座
近日，湖北工程学院的 4 名大三学生“招媳

妇”占座的告示，受到网友膜拜。 占座纸条上写着
“我喜欢你，女生要么跟他走；要么匆匆离开，留
下位置。 ”此举一出，引来同学纷纷效仿：“招媳
妇：若明天此座有人（男人不算），我心甘情愿让
座，只需留下电话即可！ ”

（摘自《楚天都市报》2013.1.15）

食堂惊现菜名叫“随便”
有网友称：武汉一学校有传说中的一道神奇的

菜，名字叫“随便”，还有一道菜叫“随便点”。“随便”
价格为 6元，“随便点”则为 7元。 承办人陈建辉说，

“随便”就是把 7种菜混在一起干炒，包括猪肉、豆
角、鸡蛋、青椒、洋葱、胡萝卜和蒜苗，“随便点”也一
样，区别在于把猪肉换成了牛肉。 由于名字奇特，如
今，这两个菜卖得很不错。

（摘自《武汉晚报》2013.1.14）

新疆一高校现霸气横幅
1月 14日是新疆财经大学期末考试首日，一

条悬挂于校园内的横幅引来关注，横幅上称，“违
纪作弊，得不偿失，处分包邮送到家”。 多名学生
表示，他们支持横幅严肃考纪的出发点，有助于
杜绝考试中的不公平现象，也有同学认为，横幅
用当下网络流行语严肃考纪，让人眼前一亮。

（据中新社 2013.1.15）

“回家倒计时”牌挂寝室
寒假即将来临， 武汉华科文华学院男生宿

舍惊现“回家倒计时”牌！ 这个倒计时牌是该校
光电信息专业大一男生黄魏制作的， 为的是让
自己清楚地知道还有多久可以回家。 他说，挂倒
计时的灵感来自于高考前， 班上挂的高考倒计
时表。 黄魏和几名室友都来自外地，对于有这样
一个回家倒计时，表示：“看着就开心。 ”

（摘自《长江日报》2013.1.19）

山大期末考试现神题
近日网络上疯传这样一条微博： 山东大学

管理学院期末考试最后一道题，18分，选出你认
为上课最积极的 3 名同学和翘课最多的 3 名同
学。 出这道题的王怀明副教授解释，这道题考核
的是 360 度绩效管理中的同事相互评价， 学生
毕业后如果去做人力资源管理必须面对的是考
核的有效性， 他的初衷就是让学生在实践中体
验一下。

（摘自《山东商报》2013.1.19）

考前拜孔子像求不挂科
随着期末考试的到来， 中国海洋大学崂山

校区校园内的孔子像底座上摆满了橘子、 糖果
等物品，不少学生祭拜孔子以求不挂科。 除了拜
孔子像外， 一些学生还在人人网上分享任课老
师的照片，说一些赞美老师的话寻求不挂科。

（摘自《齐鲁晚报》2013.1.18）

网上热传作弊秘笈
近日网上热传一份考试秘笈。 这份秘笈宣

称： 静下心仔细听同学写在试卷上的选择题笔
画声，就可“抄”下选择题的答案。 为什么能这样
呢？秘笈说得还挺有道理，因为选择题有 ABCD
四个选项，四个字母在书写时略有不同：A 有三
画，C只一画，BD虽都是两画，但 B在书写时由
于第二画有弯，比 D花的时间长，仔细听就能辨
别出来。

（摘自《扬子晚报》2013.1.17）

女儿漫画绘爸妈恋爱史
日前，西祠网友发帖上传了 7 张漫画，称自

己十几年前的恋爱经历， 被女儿用漫画很写实
地画了出来。 第一张图片上是一个青春朝气的
女孩，戴着眼镜，一副学生模样。 不过更大的亮
点是旁白，“那时的老妈，还不能在‘妈’前面加
个‘老’字，是个长相非常清纯的小女生”。 第二
幅上画着留中分头的男生，旁白为“那时的老爸
则是个留着中分头的， 透着一种犯二气质的二
小伙”。 这个系列漫画很快引发众多网友欢乐围
观，并坐等更新。

（摘自《扬子晚报》2013.1.16）

大学下温馨驱逐令
寒假将至， 不少大学生又在纠结到底要不

要回家了。 不回家的原因有很多，打工兼职、考
研复习、谈恋爱……不过，重庆工商大学却给学
生们下达温馨驱逐令—————先给学生家长一封
信，注明假期长短，然后关闭大部分寝室，还给
贫困学生提供回家的火车硬座费用。 该校校长
用意颇深：孝顺也是一种社会实践。

（摘自《重庆晚报》2013.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