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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档”老师
带着女儿支教
最近，仪征市赴陕西榆林支教的
李立峰、徐婷夫妇即将结束在当地的
支教任务，回到故乡扬州。 在榆林市
吴堡县和仪征市两地的教育圈，李立
峰夫妇都是出名的“夫妻档”，因为他
们不仅先后选择支教， 更做了一个
“很酷”的决定，那就是：带着女儿去
陕北！ 一家人放弃安逸的生活，“蜗
居”在一个不足 20 平方米的宿舍里，
在贫瘠的黄土高坡写下了一段动人
的支教故事。
（摘自《扬子晚报》1.2 ）

教师雪地步行
30 里送考卷
1 月 7 日，山西昔阳县普降大雪，
西寨学校通往昔阳县的道路被大雪
封住，车辆无法通行。 山西昔阳县西
寨学校的老师们为了确保 22 名学生
能如期参加期末考试，在大雪封山交
通受阻的情况下，肩扛 40 斤试题，手
执木杖翻山越岭， 徒步往返近 30 里
的盘山雪岭。 最终顺利将试卷带到学
校，确保了考试正常进行。
（摘自《山西日报》1.9 ）

武大华科自考
招生全部停止
近日，武汉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停
止自考招生。 武汉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称该校所有专业已全部停止自考招
生。 同时，华中科技大学职业与继续
教育学院也确认，该校所有专业自考
招生也已全部停止，将重点提供成人
非学历类继续教育。
（摘自《长江日报》1.8 ）

退休教师倒贴
百万元办学 19 年
78 岁的李连考是一名退休教
师，2000 年开始，为了让农民工的孩
子有学可上，他办起了学校。 为了保
证办学质量和学生营养午餐， 学校
近 20 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每年举
债近十万元， 而这部分钱都由李连
考私人补贴和偿还。 他说：“办学校
不图赚钱， 只要能把这些孩子培养
出来就行了。 ”
（据中新社 1.10 ）

这所学校的
年猪挑战又来了
每年寒假前，杭州丁兰实验中学
的同学们都会面对一个分量很重的
问题，那就是给学校饲养的小黑猪称
体重。 从 2018 年起，学校每年都会向
七年级学生广发英雄帖，征集学生通
过科学知识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今
年，同学们要挑战的是——
—运用杠杆
原理，一个人支起一只猪，并算出小
黑猪的体重。 之后，学校就会将这些
猪进行义卖，所得善款将捐给西藏和
新疆的学校。
（摘自《都市快报》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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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哥哥把雪扫成“长城”
1月 5 日， 武警部队的兵哥哥们来到北京怀
柔琉璃庙小学拉练遇到下雪，第二天将雪扫成了
“
长城”模样。 最让人感动的是，兵哥哥们不仅扫
—
出了“
雪长城”， 还在黑板上写下暖心留言——
“
四年级的小朋友们：你们只管好好学习，祖国由
（摘自《人民日报》1.8 ）
我们守护！ ”

山东调整“报考专升本须成绩排前 40%”
此前山东省受争议的
“
成绩排前 40%才可报考专升本”政策迎来转机。 2020 年 1 月
11 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 2020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考试招生工作的
通知》。 其中规定，应届专科毕业生“
在校期间的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名不低于同年级、
同专业的前 40%”，可获得学校推荐资格，参加专升本考试；未获得高校推荐资格的学
（摘自《齐鲁晚报》1.12 ）
生，可向意向报考专升本招生高校进行自荐。

大学生助留守儿童拍照寄父母
8 名来自陕西的大学生用奖学金“
凑”了 3000 余元，为 60 名留守儿童拍照，并准备
将照片寄给孩子们在外打工的父母。 活动组织者表示，之所以选择拍照的方式，是因为
了解到当地没有照相馆， 想在新年之际以照片的形式记录下孩子们最童真的笑脸，并
（摘自《北京青年报》1.11 ）
利用书信让孩子们与在外的父母保持沟通。

北京中小学生需定期参与厕所保洁
北京市教委日前发布了《北京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厕所管理规范（试行）》。《规范》指
出，校园里的厕所每天至少打扫三次；每节课的课间 10 分钟后，应根据学生使用情况
对厕所进行一次临时保洁，定期组织学生参与校园厕所卫生保洁劳动，提升学生维护
公共场所卫生环境的意识，培养学生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的良好道德品质。
（摘自《北京晚报》1.10 ）

体育老师用跳绳带留守娃走向世界
赖宣治是广州七星小学的体育老师，这所乡村
学校的学生多是留守儿童和民工子女。 2013 年，他
组建学校跳绳队，2016 年，他带领孩子们参加第十
一届世界跳绳锦标赛，拿到了中国历史上首个跳绳
团体总冠军。 他说训练初衷是摘金夺银，但夺冠后
发现这些孩子变得很自信，成绩进步飞速，这才意
识到
“以绳育人”更重要。 （摘自《中国教育报》1.13 ）

甘肃高校师生复原莫高窟佛像“佛头”
历时3 年，甘肃政法大学艺术学院师生复原了莫高窟特窟佛像丢失的
“佛头”。 该院
院长介绍，本次复原的最大难度在于原本的塑像没有
“佛头”，是师生根据宋元时期塑像
的特点，查阅相关史料，并经专家论证后，才最终敲定了一个最接近“原型”的“佛头”并
复原。 据悉，莫高窟特窟开凿于元代，其线描代表了宋元时期最高水平。
（摘自中国新闻网 1.7 ）

中戏首次招收人工智能研究生
日前“中戏将首次招收戏剧人工智能博士研究生”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网友们
觉得挺新奇：这是研究如何使用人工智能还是引入人工智能进入影视表演行业？ 通过
中央戏曲学院官网的招生简章可以了解到：
“
戏剧人工智能”是具体的专业方向，学制 4
年，全日制，招生 2 人。 据悉，该方向博士研究生将采取导师组联合培养的方式，首届导
（摘自《中国青年报》1.9 ）
师队伍由四位导师组成。

学霸赌气离家打工发现还是上学好
1 月10 日，河南沁阳高二学生闫同学因逃课被妈妈批评，一气之下乘坐出租车离
家出走，并买了长途车票去郑州打工。 他称在出租车司机介绍下，到一饭店打工包吃
住，每天工作 13 小时。 两三天后，他因太累主动联系母亲，想回去参加期末考试。 目前，
闫同学已由家人接回，准备期末考试。 他称现在是班级第一、全校第五，下学期要考全
（摘自人民网 1.12 ）
校第一。

北大清华
开放课程学分互认
对于高三学霸而言， 既上北京大
学，又上清华大学，似乎
“鱼和熊掌不
可兼得”。 从今年春季起，这样的梦想
将成为现实。近日，北大清华均发布通
告，两校教务部门达成共识，决定互相
开放部分本科课程且互认学分。 其中
北大开放 27 门课程，以人文社科类课
程为主；清华开放 12 门课程，以理工
（摘自《北京日报》1.14）
科为主。

乡村教师
一条视频感动网友
半个月前，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
马鞍底乡地西北边境小学乡村教师
李芳接到马云公益基金会的邀请到
三亚参加颁奖典礼。 1 月 3 日出发
前， 她答应带给孩子们一个惊喜，于
是用短视频记录了这次行程：第一次
坐飞机、第一次看大海……她不断地
重复：同学们，老师没有骗你们，山的
那边不仅有山，真的有大海。 李芳老
师纯朴真挚的情感， 打动了无数网
友。 网友在点赞老师的同时，也寄语
大山里的孩子们好好学习！
（摘自《云南日报》1.12 ）

数学老师为学生
创作肖像版评语
近日，杭州市景成实验学校一年
级的 85 后数学老师兼班主任洪燕用
“肖像画”形式为全班 39 位同学写期
末评语登上了微博热搜，被网友称赞
“有心”“有爱”。 洪燕表示，自己只是
业余爱好画画，利用课余时间，花一
个学期完成这些画。一开始是因为自
己
“脸盲”，所以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把
孩子们记录下来。“画着画着，感觉自
己越来越了解学生了。 在教学过程
中，心也更柔软了。 ”
（摘自《南方都市报》1.9 ）

小学生
写不出作文急哭
近日，黑龙江双鸭山李先生的女
儿因不会写作文 《我眼中的缤纷世
界》，坐地上放声大哭，还抱怨道：“天
天学习，哪有缤纷世界！”视频发到网
上后引发一众网友共鸣。 李先生表
示，目前他已经取消了假期给孩子报
的两门补习班。 网友看完视频乐了：
“没有缤纷的世界， 还有缤纷的作业
呀！ ”也有网友表示：“
跟我小时候一
模一样！ ”
（摘自中国青年网 1.12 ）

6 岁男孩发现
灭绝动物化石
1月 12 日，阿根廷蒙特埃莫索一
名 6 岁男孩在海边玩耍时意外发现
灭绝马类化石，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0000 年乃至 25000 年前。 男孩自幼
就爱好恐龙，常在图书馆看各类动物
学书籍。为了表彰男孩发现化石的行
为，他被特许参与后续研究过程。
（摘自《新京报》1.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