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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未出门要处分”
“凡在当日 6：00～次日 6：00 无一次出门刷卡

记录，认定为一天未出门（住宿异常）”，广西大学
公布宿舍门禁新规后引起了学生不满。 一些同学
在网上调侃“我做好退学的准备了。 ”校方称：门禁
系统一是保障学生安全， 二是为公安机关提供重
要证据，保障学生的人财物安全。

（据新华社 5.25）

学生会发着装倡议
“如果你是大学生，请女生不要穿吊带和短裙

进教室；如果你是大学生，请男生不要穿背心和短
裤进教室；如果你长得好看请不要穿，长得不好看
更不要穿。 ”近日，武昌一高校学生会在教学楼门
口摆出卡通版“着装标准”，让学生“又爱又恨”。 比
较有意思的是，这里面的“吊带和短裙”、“背心和
短裤”都没有使用汉字，而是用画来表示的。

（摘自《武汉晚报》5.23）

学校严禁女生中午洗头
近日， 东莞市玉兰中学的一则通知引起了网

友的关注：“中午女生一律不许洗头， 违反者记名
扣分。 ”网友们看到这则通知后纷纷表示，这学校
也“管得太宽了吧”，还有网友认为学校方面存在
“性别歧视”。 而校方并不反对班主任对学生实施
这样的规定，并认为此举有利于“引导学生们形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

（摘自《广州日报》5.24）

半透明校服太尴尬
近日，河北省正定一中为该校高一、高二学

生发放了两套一模一样的夏季校服，有学生反映，
该校服比较轻薄，材质为网眼布料，导致学生的内
衣若隐若现， 这让不少学生尤其是女生感觉十分
尴尬。 不少学生因为害羞，拒绝穿该校服上课。 学
校表示，校服出于穿着凉快的考虑，但透明度是在
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摘自《燕赵都市报》5.23）

学生零用钱不超 10元 /周
为了不让学生中的消费出现“两极分化”，武

汉英格中学规定， 学生一周零花钱只能用 10 元，
并一再向家长们说明， 希望家长们能够配合。 结
果，这项规定在家长们面前大打折扣：八成左右的
家长违规，见缝插针给孩子塞钱，花钱最多的孩子
甚至超过学校规定的 10多倍。

（摘自《武汉晚报》5.24）

大学奖状可存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日前发布消息：凡是重大应届

毕业生都可以在图书馆领取档案袋、 封条一份；毕
业生们可以将手稿、照片、试卷、奖状等物品封存进
图书馆。 封存年限有即时公开、5 年、10 年三种选
择。 封存期内，学生本人可随时回校查阅。 不过，过
了封存期， 这笔记忆就是重大图书馆的馆藏物，校
内外的人都能来查阅了，封存人不能反悔拿走。

（摘自《重庆晚报》5.22）

生存发展课受欢迎
为了让学生能够在突发事件中掌握自救、互

救的知识技能，北京市第 24 中学开设了“生存与
发展”课程，主要通过负重跑、攀岩等进行体能训
练， 并有针对性地学习打绳结、 木板搭桥等在火
灾、洪水来临时必要的技巧。 学校还逐步打破学科
界限，形成系列校本课程，涉及体育、物理、生物、
心理、地理等 9门学科。

（摘自《北京晚报》5.23）

大学生晒毕业遗憾照
最近，武汉科技大学工程管理专业大四学生发

起一项有意思的活动———晒晒自己的“毕业遗憾”。
“六级没过”、“被清考”，这些与学习有关；还有一些
与爱情有关———“没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唯
一一次表白被拒” 等； 还有一些纯属“找谑”———

“没挂过科”、“太多人追”等。 每人都手举一张白纸，
在上面写上想说的“遗憾”，并拍照发上微博。

（摘自《武汉晚报》5.27）

食堂现水果神奇搭配
日前，武汉一大学生发微博称：“中午被桂

园食堂惊到了！ 苹果炒西瓜！ 西瓜是怎么保证
炒不烂的请问大厨？ ”这样搭配会不会使水果
原有营养增加或流失？ 营养师认为，西瓜、苹果
富含多种维生素，维生素遇高温易氧化，营养
成分被大大破坏了。

（摘自《武汉晚报》5.24）

网友造“四川方言字”
近日，一网友发出了一则囊括 24 个“四川

方言字”的微博，每个字下都注明了读音、字义
及字性。 例如：搣（mie）开两半、吃朒朒、“垰垰
角角”、嘴巴奓开……此微博一出，引来众多四
川网友惊呼：“原来这些字是这样写的。 ”“里面
绝大多数都是自造字。 ”四川大学中文系退休
教授张一舟称，“国家并没有对方言字的使用
做出规范化的限定。 ”

（摘自《成都晚报》5.22）

“等高考完再说”
“马上就要毕业了，我怕我这个时候再不

说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这是一个高三女生对
心仪男生的表白。 日前，一位家长发帖称，即将
参加高考的儿子最近有了“甜蜜的烦恼”，同班
女生的表白让他不知所措。 看到这位家长的苦
恼，多数网友认为，为了不影响考前两人的情
绪，男生可以回答“等高考完再说”；同时，家长
要尽快帮助孩子处理好这个问题。

（摘自《楚天都市报》5.22）

毕业生收集家当赠学弟
“大四学生生活用品免费赠送，目前搜集

物品有台灯、书桌、英语听力耳机、高数参考书
等。 ”又是一年毕业季，在福建省莆田学院有一
群特别的毕业生， 他们忙着毕业事宜的同时，
还组队到毕业生宿舍楼收集书籍、 生活用品
等，并通过微博召集学弟学妹来领。

（摘自《中国日报》5.22）

抱冬瓜睡觉引效仿
日前，一则关于“抱冬瓜睡觉，一小时体温

降 3℃”的微博在网络疯传，引来广州高校学生
纷纷效仿。“作为没空调学校的一枚建筑男，我
只好抱着冬瓜入睡。 ”日前，广东工业大学一学
生的微博引来学生转发。 对于宿舍没有空调的
现状，广工学生无奈调侃道，“你有你的空调，我
有我的冬瓜；我是广工人，我为冬瓜代言。 ”

（摘自《信息时报》5.22）

报警验证“打 110”免费
“救命……”说完这两个字，电话便断了。

日前，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接到一个
报警电话。 为联系上报警人，民警为其手机充
了话费，但拨打过去却是关机。 经了解，拨打电
话的小邓听老师说起，当遇到危险时，无论电
话有没有话费，都可以拨打 110 报警。 为了验
证这话的真实性，小邓便拨打了 110。

（据新华社 5.20）

学弟学妹为毕业班加油
距离高考只剩两周时间，紧张的备考时间

内，福建省漳州一中的师生用心为高三学生鼓
劲祈福，发起高三学生填写红丝带活动，挂在
许愿树上。 更有百余名学弟学妹 ， 组成

“FIGHT”造型，集体“喊楼”，为高三的学姐学
长们加油，送出温馨的祝福。

（摘自《海峡导报》5.24）

北京一餐厅不接待儿童
“餐厅不接待 12 岁以下的儿童。 ”这一规

定招来了不少“妈妈顾客”的不解。 但是也有市
民对餐厅此项规定表示理解。 对于不少人的质
疑，餐厅称，因为餐厅里的菜品，没有专门为儿
童设计； 而父母一旦开始照顾疯跑的孩子，自
己也就没办法品尝味道，还影响邻桌。

（摘自《北京青年报》5.21）

12岁以下儿童不宜坐“副驾驶”
家长抱着孩子乘车，让小孩坐在副驾驶位，这些司空见惯的行为均“不宜”。 中

消协、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联合提醒消费者：儿童乘车“一要”、“四不宜”。即：儿
童乘车要装安全座椅、12岁以下儿童不宜坐“副驾驶”、家长不宜抱着孩子乘车、不
宜让孩子在车里做游戏、不宜让孩子头部探出天窗。

（摘自《北京晚报》5.25）

“高考保姆”市场紧俏
高考临近，一切和高考相关的消费似乎也都跟着水涨船高。 如今，有一种家政

服务，也悄悄和高考攀上了关系，它的专业术语叫“高考保姆”：她们持有营养师证
和心理咨询师证，并标榜既能处理好家务，保证一日三餐，而且还可以考前疏导考
生的心理。 近日，通辽市“高考保姆”市场紧俏，15天叫价 3000元仍供不应求。

（据新华社 5.25）

日前，山东聊城大学美术学
院大学生志愿者举办了“崇廉尚
洁，永驻我心”为主题的廉洁教
育公益宣传活动。大学生们用制
作的道具，扮演漫画作品中的形
象，现场表演打击有悖廉洁建设
的不正之风。

（据中新社 5.20）

大学生行为艺术倡廉洁

应届生吐槽就业难
近日，网上流传一个段子：“09级”大学生是一个“悲催”的团体，初中毕业遇非

典，高中毕业遭禽流感，大学毕业又碰上 H7N9，好不容易过关斩将活到现在要找
工作了，又赶上“史上最难就业季”。 网友吐槽“就业难”现象：如果林黛玉和林嘉欣
去面试，用人单位一定会选“零待遇”（林黛玉）而不会选“领加薪”（林嘉欣）。

（据新华社 5.24）

小学生书包限重 3公斤
小小的身躯却背着厚重的大书包，这种情况今后在丹东将不再出现。 辽宁省

丹东市教育局日前出台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办法，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孩子
书包不能超过 2.5 公斤，其他年级不超过 3 公斤；另外，教育局将不定时的随机到
申报学校称量学生的书包，这项规定今年已经开始实施。

（摘自《华商晨报》5.23）

天津：毕业生创业可获 30万贷款
日前从天津市财政局获悉： 天津最近大幅提高创业带动就业担保贷款额度，

包括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自谋职业者最高可获 30 万元小额担保贷款支持，创业
带动就业 5 人以上、经营稳定的创业者最高可获得 50 万元贷款支持，相比原政策
中一般贷款人最高可贷款 5万元的规定，扶持创业力度大幅提升。

（摘自《人民日报》5.26）

同学聚会兜里掉啥最霸气？
网友唐先生是武汉一所 211大学毕业的硕士，工作近 3年。 端午节期间，本科

同学打算聚一聚，日前，他在网上发帖求支招———从兜里掉出什么来最显身份、最
霸气？有网友给出神回复：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证。调侃之余，一位网友中肯
地说：“掉出个金条来又能怎么样？ 人前风光，私下悲伤，真没什么意思！ ”

（摘自《长江日报》5.23）

90后与父母玩“躲猫猫”
90后大学生的父母许多都有微博、QQ。然而，华师武汉传媒学院通讯社对十

余所高校的 1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时发现，五成学生都在网上与父母“躲猫猫”。
为保护隐私，许多大学生都想尽办法避开父母的关注。 五成学生对父母设置了浏
览权限，而另外五成则选择了“转战”父母没有的社交软件。

（摘自《武汉晚报》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