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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连续 11 年
为学生发棉衣
11 月 12 日，河南洛阳理工学院在
王城校区大学生服务中心为 313 名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过冬棉衣。为保
护学生隐私，学校采买了多款棉衣，贫
困 生 可 以 自 己 挑 选 、试 穿 到 满 意 为
止。这项活动已连续开展 11 年，棉服
费用均由学校支付。为此网友动容评
论“温暖直接穿在身上，感动”
“照顾到
个人的隐私，
好温暖”。
（据时间视频 11.13）

化学老师
自制唇膏送学生
任欣敏老师是长沙市周南实验中
学的化学老师，她花费两天时间制作
了 49 支唇膏送给同学留作纪念。这
些唇膏是用代可可脂、植物油、蜂蜡、
维生素 E 制作的，每支唇膏管外面还
贴有“Present For You”即“送给你的
礼物”的标签。
“我承诺过学生，如果期
中考试考得好，就送他们每人一个神
秘礼物。”任老师说，送唇膏主要是想
告诉学生学以致用，同时希望他们喜
欢化学课。
（据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11.17）

中学召开
爸爸专属家长会
近日，长沙市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1906 班召开只有爸爸参加的家长会，
46 位爸爸穿西装打领带组成“爸爸天
团”在教室听讲记笔记，
“ 名场面”十
足。组织该次家长会的班主任贺老师
表示，孩子长大了，除了妈妈的陪伴，
也需要爸爸更多的支持。针对爸爸们
穿西装打领带这件事，贺老师认为生
活需要仪式感，参加孩子的家长会从
家长的着装就能让家长们感受到这次
家长会的重要性。
（据潇湘晨报微信公众号 11.13）

研究生入学
考垃圾分类
近日，东华大学研究生新生入学
教育新增了一项“垃圾分类考试”，研
究生需要回答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的选
择题，达到 90 分以上才能过关。东华
大学基建后勤处管理科负责人表示，
这是学校第一次尝试把垃圾分类融入
新生入学教育，有的学生不太适应，甚
至需要补考 6 次。有学生表示做好垃
圾分类对生活环境也有好处。
（据新闻晨报 021 视频 11.12）

理工生将宿舍门锁
变智能锁
近日，上海大学理工科研一的一
间寝室，因门锁被学生改装成智能锁
着实火了一把。该宿舍学生介绍称，
因为他们有一门课是《微机原理》，结
合实际生活需求，他们决定为宿舍改
装一把智能锁。断断续续制作了一周
后，智能锁终于研制成功了。现在宿
舍门锁支持指纹、声控、app 遥控和钥
匙开锁。
（据新京报我们视频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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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重视语言文字误读误写误用现象
11 月 13 日，教育部网站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3950 号建议的答
复》
（以下简称“答复”
）。
《答复》中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语言文字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既出现了一些可以反映时代特征、传播正能量的新词新语，如“给力”
“点赞”
“硬核”等，也出现了一些不规范、不文明的误读误写误用现象，如“人艰不拆”
“十动
然拒”等生造晦涩的词语，甚至是一些低俗的语言，对网络生态环境，以及社会语言
生活和文化安全产生了不良影响。对此，教育部、国家语委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措
施加强引导。
（据央视网 11.13）

小学校长为山里娃种下一片花海
“想让一片土地不再荒芜，最好的方法就
是种上庄稼和鲜花。”怀揣这份理念，今年暑
假刚刚到任的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寨下镇中
心小学校长殷大福在教学楼前长满杂草的荒
地上种出了一片花海，成为孩子们课后休闲
活动的好去处。育人如种花，学校每周还会
组织不同班级的学生下田劳动，为鲜花松土、
施肥、浇水，
让他们亲身体验守护生活中的美好。
（据新华视点 11.13）

藏族女孩在男子足球队当队长
来自西藏的姑娘普布志玛，从小就喜欢足球，2019 年她进入南开大学，并在
“新生杯”上以男子足球队队长身份参赛，但第一场比赛时她却因性别被拒绝登
场。普布志玛对足球的坚持和热爱令裁判和领队们动容，经过投票后她重新登
场参赛，后来又组建了南开女足。前不久，她还在拉萨筹办了首个民间女足比
赛，
她说，
希望让更多热爱足球的女孩勇敢走上球场。
（据荔枝新闻 11.16）

大学生将传统“五禽戏”
改编成街舞
近日，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将“五禽戏”与街舞结合，编排出街舞《梦五
禽》，致敬优秀传统文化。在表演现场，77 名学生用街舞形式齐跳“五禽戏”，律动
十足。负责改编和表演的两位年轻人表示，
希望借此让年轻人更好了解中医。
（据大米视频 11.15）

人教社回应教材古诗用字质疑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不少人耳熟能详的诗句出现在了统编
版小学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中。然而也有人疑问，不是“白云深处有人家”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此，人民教育出版社表示，综合文献价值及诗意考虑，教材
选用了“白云生处”。
（摘自《北京日报》11.15）

小学生课间跳竹竿舞
近日，
贵州黔南，
某小学的学生们课间跳竹竿舞的视频走红
网络。8 个男生围成一圈，有节奏有规律地将手里的竹竿分开
合拢，女生们一个一个地往里进。据悉，竹竿舞又称竹杠舞，跳
舞者需要反应敏捷，还要潇洒自然地做各种优美的动作。网友
看过后纷纷表示：
这也太难了！没点技术真不敢玩。
扫一扫，
看视频
（据青蕉视频 11.14）

成都小学生自创自画国潮日历
365 页大美汉字国潮日历，300 余个手绘甲骨文，这是成都市实验小学 2018 级 3
班 53 名学生用 12 节美术+语文课，自创自画的一本独一无二的日历。这些文字由
该校语文教研组曹小娟老师精心挑选，包含有一、二年级必会识字表，有二十四节
气，有十二生肖……在美术教研组罗东来老师指导下，同学们用毛笔一个一个画出
古体毛笔字，
并在石头上绘出甲骨文，
呈现语文和美术跨界融合课题研究的成果。
（据红星新闻 11.15）

校对：
杨红章

女教师花光积蓄
为留守儿童办学
“你的梦想是什么？”当这道题
摆在二年级的汪育红面前，她的答
案是：
“ 当一名老师！”18 岁那年，她
终于如愿以偿，稚气未脱的她和比
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学生们一起长
大。25 岁那年，她孤注一掷，带上不
多的积蓄创业办学，只是为了让更
多留守儿童拥有一个温暖的“家”。
“家里”从 20 多个孩子到如今超过
1500 个孩子，她足足用了 15 年的时
间。如今，已不算年轻的她从孩子
们口中的“姐姐老师”变成了他们心
中的“校长妈妈”。她说她这一辈子
只做一件事：
陪着孩子们长大！
（据新华社快看官方微博 11.13）

中学开设
甲骨文课程
11 月 13 日，山东菏泽东明县第
四初级中学，甲骨文进入学生们的
课堂。老师生动地将甲骨文进行讲
解，独特的授课形式引起了学生们
的兴趣。学生表示，要学习好甲骨
文，传承中华文化。该校校长称，通
过甲骨文课程的开设，孩子们对汉
字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据西安商报漩涡视频 11.14）

老师在试卷上画
表情包鼓励学生
近日，安徽阜阳某小学一年级
老师于老师为了让孩子们适应考
试，消除孩子们对考试的恐惧心理，
每次都在每个孩子的试卷上根据孩
子的考试情况写上暖心的鼓励语，
并画上可爱的卡通画，这一暖心的
举动也鼓励了孩子们的积极性。
（据中新视频 11.13）

95 后老师
古诗批作业
河北衡水中学 2016 届毕业生杨
谢天回到母校当老师，他的彩色教
案非常精细地区分了知识点，还用
古诗批复作业，鼓励学生相互借鉴
学习。杨老师称，从高中时候就梦
想 着 成 为 一 名 老 师 ，如 今 梦 想 成
真。他表示当老师最重要的责任是
激励和鼓舞学生的梦想，这样他们
学习才能刻苦而不痛苦。
（据搜狐视频 11.14）

爸爸自制天文模型
详解孩子提问
11 月 15 日，来自辽宁沈阳的一
位家长拍下自己为孩子制作的“硬
核”日地月模型，走红网络。这位爸
爸说，自制模型的起因是孩子向他
提 问“ 为 什 么 冬 天 这 么 早 就 天 黑
了”。他表示，模型仍然存在许多不
足，尽管如此，网友们还是为他的用
心点赞。
（据海客新闻 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