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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观看视频

清华武汉籍女生英文讲述疫情经历
清华大学武汉籍学生张睿茹近日用英文讲述自己疫情期间的经

历。 她说，作为 00 后，从小知道国歌中有“万众一心”，一场疫情让她
真正理解了其中的含义。 从 2003 年抗击“非典”到 2008 年汶川抗震
救灾， 再到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人民面对挑战始终团结友
爱。 她自豪地说，正是这种爱让最胆小的人也能成为最勇敢的战士。

（摘自《中国日报》4.12）

我国高校将为各国大学生提供线上课程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 4 月 10 日举行的高校在线教学国际平台课程建设

工作视频会上介绍，为应对疫情导致的全球性停学状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效仿中国高
校在线开学的做法，向全球发布远程教学解决方案，推荐了世界范围内可免费获取的
27 个学习应用程序和平台。 会议上，教育部即将启动高校在线教学英文版国际平台建
设项目，有关高校将组织推荐并建设一批优质英文课程上线，提供给世界各国大学生进
行在线学习。

（据新华社 4.10）

新加坡禁止家长每天将孩子送到祖父母家
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 4 月 9 日表示，疫情期间为保护年长者，尽量减少感染病毒

的危险，新加坡政府不允许家长每天接送孩子到祖父母家，若孩子需要祖父母照顾，就
得在这整段隔离期间把孩子留在祖父母身边。

（据中新网 4.10）

高校为 1300余名湖北学子寄加餐券
4 月 8 日，西安交通大学迎来 124 周年的校庆，学校给湖北籍 1300 名学生寄去特

殊的加餐券，表达母校的关爱。 加餐券还融合了交大附院医疗队的形象，来致敬逆行的
医护人员。 学校老师说，加餐券等学生们回来就可以使用。

（据人民网 4.12）

小学生收到李兰娟院士回信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向李奶奶一样当个医生、科学家，为病人治病！”一年级的

李政亦小朋友特别崇拜李兰娟院士。 李政亦亲手给李兰娟奶奶做了礼物， 还写了感谢
信。 李兰娟院士在收到她的礼物和感谢信后，寄来了回信。

（据央视新闻 4.12）

高校学生宿舍
床位重新分配
日前，国家卫健委和教育部联合

印发《大专院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
术方案》。方案提到，学生返校后不召
开聚集性会议， 可通过错峰开会、网
络视频或提前录制会议材料等方式
召开学生会议。 方案提到，学校食堂
采取错峰用餐，用餐桌椅同向单人单
座并保持间隔 1.5 米；学生宿舍床位
重新分配， 减少人员并拉开距离；图
书馆和实验室等公共场所实行人员
限流。

（据中国新闻网 4.14）

美国外教
庆幸当初没回国

亲身经历武汉封城的美国加州
女孩梅根·梦露， 从隔离第一天就开
始在抖音上分享武汉的生活日常，希
望为全世界有类似处境的人传递正
能量，却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现在
很庆幸当时没回美国！ ”她也借演讲
的机会回应质疑：那些视频不是什么
宣传！ 世界需要看看，中国为了抗击
疫情都做了什么。

（摘自《中国日报》4.12）

体育生
在家训练 82天
近日，一位体育生在家训练的视

频登上微博热搜，视频里的男孩子名
叫刘传贺，是安徽宿州的一名高三体
育生，就读的学校因疫情原因延期开
学。为保证训练强度，截至 4 月 8 日，
他已经在家坚持训练 82 天。 他就地
取材用各种物品训练，轮胎、砖头都
成了他的训练工具。 为增强训练重
量， 刘传贺的家人也轮番上阵陪练。
刘传贺说，坚持训练是想上一所好大
学。 因为在泥土地上训练，两个月的
时间，他穿的鞋就被磨坏了。 网友感
叹：优秀的人在什么环境下都优秀。

（据共青团微信公众号 4.11）

食堂餐桌隔板
印满知识点

近日，广西北海第七中学高三学
生复课。 学校将食堂餐桌分隔成 4
格， 并在隔板上印满高考知识点，学
生就餐时可根据学科入座，边吃饭边
学习， 不仅有效地阻断飞沫传播，还
能有效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复课当
天，学生面对如此新颖的隔板，为学
校如此的用心设计而点赞。

（摘自《人民日报》4.10）

熊孩子不想
写作业报假警
近日，浙江台州，一孩子报警大

哭并呼喊救命。 民警了解情况后得
知，原来是孩子不想写作业所以偷偷
报警。孩子称“我想让你把妈妈带走，
我活不下去了！”民警哭笑不得，耐心
对其进行了教育， 叮嘱不能随便报
警。

（据澎湃新闻 4.13）

留学生广州隔离
爱上当地美食
一名归国留学生在微博上分享

了自己在广州隔离观察期间的生活
日常，引起一波羡慕。 这位从英国回
来的留学生正在广州一家连锁酒店
隔离，她在微博晒出三餐，有肠粉、烧
鹅、 鲍鱼捞饭、 各种零食还有奶茶
……把网友们都看饿了！ 这位妹子表
示自己在这家连锁酒店隔离住宿费
每天 200 元，餐食都是自己点外卖送
来的。 有本地网友与这位妹子互动向
她推荐广州美食。 这位留学生表示

“真的好吃的太多了！ 以后一定会来
玩！ ”

（摘自《广州日报》4.11）

步行 100公里
援鄂的高中生回家

18 岁的朱如归是陕西眉县一名
高二学生， 见钟南山院士逆行赴武
汉，他大年初一瞒着母亲步行 100 公
里独自前往湖北支援。 他在孝昌县第
一人民医院负责打扫、送饭，曾让放
弃治疗的老太太重新振作。 他说自己
不是英雄，只是做了自己能做的。 而
他的母亲则表示： 恨不得打一顿，但
还是支持他。

（摘自《Vista 看天下》4.11）

高中老师
掌掴学生砸其手机

4 月 8 日， 江苏省淮安市阳光中
学一名高三班主任要求学生交出手
机被拒后， 便动手打了学生两巴掌。
在学生将手机交出后，老师当着全班
学生的面将手机砸碎。 4 月 10 日，淮
阴区教体局李主任回应称，涉事老师
已被批评教育并停职检查。 关于网友
反映老师无教师资格证问题，还需进
一步调查。

（摘自《南方都市报》4.10）

学生在家做菜
取古风菜名

郑州黄河科技学院的老师在讲
古风菜肴起名的方法时，布置了一个
作业， 让学生做菜并用古风起菜名。
同学们大展身手， 给玉米烙起名叫

“满城尽带黄金甲”， 炸鸡翅叫“凤
翼”， 还有同学做出章鱼小丸子取名

“大珠小珠落玉盘”。
（摘自《山西晚报》4.11）

百名学生信息
疑被冒用逃税
4 月 12 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

生反映，自己在个税 APP 上查询到某
公司发放的劳动报酬记录，而自己并
未实际参与相关工作。 据学生称，该
学院一位老师曾以兼职为由让学生
填写过相关信息， 涉及上百名学生，
该老师已承认未经过学生同意在其
名下过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布通
报称，对学生反映的问题学院前期不
知情，目前学院已介入调查。

（摘自《华商报》4.13）

硬核老爸为女儿研制儿童口罩生产线
近期各地中小学校陆续开学，苏州一家企业负责人严尚虎考虑到开学后儿童口罩

需求量会大增，希望自己的企业能缓解这种情况。 于是，他立刻开始研制儿童口罩生产
线，并定下一个小目标：在女儿生日前开始生产。 目前，这家企业已成功生产出第一批
儿童口罩并捐赠给辖区的幼儿园和小学。

（摘自《重庆晚报》4.11）

8岁小学生在田间地头讲网课
4 月 11 日，湖北襄阳，小学二年级学生李瑾涵走进

田园当起了小主播， 为同学远程讲述田园小知识。 据
悉，李瑾涵经常会到爷爷奶奶的菜地里感受劳动乐趣，
近来一直上网课，她便受到启发，希望把种菜过程分享
给同学。

（摘自《新消息报》4.12）

高考体育单招和高水平统考继续延迟
日前，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发布关于继续延迟 2020 年体育单招和高水平统考有

关事宜的公告，公告表示，继续延迟原定于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举行的冬季项
目考试；继续延迟原定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至 5 月 10 日举行的其他项目考试；继续延
迟原定于 2020 年 4 月 18 日至 4 月 19 日举行的文化考试。关于系统准考证打印等操作
同步顺延，待考试时间确定后另行通知操作时间。

（据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官网 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