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2 月 22 日 星期三
电话：
0731-84326428 E-mail:kjxb001@126.com

教育部：
“双减”要积极探索
推行教师弹性上下班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 12
月 21 日指出，
“双减”工作实施以来，由
于很多的老师参与了课后服务工作，
客观上给老师增加了一些新的负担。
教育部要按照编制把教师补充到位；
要积极探索推行教师的弹性上下班；
统筹利用社会资源，吸引一些社会上
的专业人士参与学校工作。
（摘自中国新闻网 12.21）

5 岁男孩被“骗”上
出租车 结局很暖
12 月 13 日晚上 8 点左右，浙江杭
州出租车司机洪文光看到一个五六岁
的小男孩孤零零在马路上跑，他觉得
奇怪，就慢慢行车跟了一会儿。小孩
旁边没有大人，眼看马上要蹿到十字
路口机动车道。洪师傅赶紧将车靠
边，打开双跳灯，下车将孩子拉到自己
身边。天气寒冷，洪师傅将孩子抱进
后座，开了暖气，拿出桔子和零食哄
他，小男孩不哭闹，就是答不出洪师傅
的话。洪师傅只得报警求助。过了不
久，一名女子急匆匆跑来。原来，事发
时这位妈妈刚好在做家务，小男孩趁
妈妈不注意，
自己开门走了出来。
（摘自央视新闻官微 12.29）

高校师生无人机实训
课上意外救了场火
湖南株洲，一高校无人机专业实
训课上，95 后老师丁聪颖带队员进行
飞行训练时，意外发现一处荒草地起
火。于是，她立即拨打了 119，并一直
和队员用无人机远程关注火势，配合
消防员将火扑灭。学生伍清华说，没
想到自己的专业能用到生活中，希望
以后能贡献力量。
（摘自江南都市报官微 12.17）

3 名校友毕业 9 年
回母校设立奖学金
12 月 17 日，湖南怀化，当地一高
校举行奖学金颁奖典礼，现场热闹非
凡，观众纷纷为获奖学生鼓掌祝贺。
据悉，奖学金是由 3 名已毕业 9 年，住
在同一寝室的校友共同设立。获奖学
生表示，感谢学长们的关心，会一直努
力前进，
不负他们的期待。
（摘自海峡都市报官微 12.18）

老师用 rap 回应
17 年前 rap 走红
呼和浩特市一中语文老师牛杰，
因 17 年前在百年校庆晚会上用 rap 吐
槽学校要求剃平头的视频走红。12
月 16 日，牛老师用 Rap 回应走红，
“别
计较头发长短，努力拼搏顽强奋斗，
不把梦想透支。”他表示，自己专注于
学习，最终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成
为国家首批公费师范生。希望用亲
身经历告诉学生们，应该在自己最该
奋斗的时候把自己的关注度集中到
学习上。
（摘自西部决策官微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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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研考组织各项准备工作
12 月 20 日，教育部通过国家教育考试指挥平台召开 2022 年研考组考防疫工
作专项视频调度会。会议要求，要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研考组织各
项准备工作。各地教育部门要会同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针对当地疫情特点，
完善工作方案预案。要提前统筹增设必要的备用考点、隔离考点，做好相关考务
工作人员选聘、培训，以及试卷调配和安全保密等工作。要进一步会同相关部门
形成工作合力，落实好研考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坚决守住考试工作疫情防线，确
保考生和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摘自教育部网站 12.20）

民警为 60 余名隔离小朋友讲睡前故事
近日，浙江绍兴上虞区，60 余名小朋友
在家长陪同下在酒店隔离。每天晚上，消
防喇叭里都会传来的睡前故事，让大家觉
得惊喜又感动。讲睡前故事的是执勤民警
倪振宇，他称，孩子们天性活泼好动。听到
警察叔叔讲睡前故事很是新奇，大家很快
静了下来，
认真收听。
“隔离结束后，我想见见每天给我们放
儿歌、讲故事的警察叔叔”，
一位小朋友在接受视频采访时说。
（摘自辽沈晚报官微 12.19）

患病女老师坚持
“跪椅授课”
12 月 15 日，山东烟台一位患腰椎病的女教师跪在椅子上坚持给孩子讲课的
视频，让众多网友感动。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位女教师是烟台十三中语文教师任
晨晨，为了不耽误学生上课，患病休息两周后，她主动回到讲台上，平均每天坚持
上 3 节课。
（摘自《齐鲁晚报》 12.20）

玩转科学的追光少年
将两颗葡萄放进微波炉里加热，会引发爆炸？一条科普短视频引起了江苏
南京金陵中学胡馨元、余星瑶、陈昭融三名高中学生的兴趣。
“我们一开始并不相
信。但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一种物理现象，
（实验）成功的话就会出现炫酷的等离
子火花。”余星瑶说。于是，这个由葡萄引发的科学现象，成了三名学生的研究课
题。经过实验研究、理论分析，他们交出了一份关于“葡萄的等离子现象”的科学
论文，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第十四届丘成桐中学科学奖比赛中斩获物理金奖。
（摘自《中国青年报》 12.20）

小学生路上遇升旗驻足敬礼
12 月 16 日，河北秦皇岛的赵先生早上送二年级的女儿上学时，孩子下车后在
路边突然站住不动，他还以为孩子出了什么事，随后他看到孩子在敬礼，才发现
原来是学校正在升国旗，所有学生向着国旗肃立敬礼。赵先生今年刚从部队退
伍，看到一群孩子升国旗时驻足敬礼的场面非常激动，因车在马路中间不能随意
停留，
就用视频记录下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摘自央视网 12.17）

语文老师转行3D打印培训 学生屡获大奖
做 3D 打印培训师的赵卫国，曾经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现从事 3D 打印科技
教育普及和推广工作。3 年来在学校社团普及教授 3D 打印，他和团队带领学生
参加全国、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科技发明大赛等获得多个奖项。他现场展示
了小学生做出的“坦克吸尘器”。他表示，3D 打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包含
多个学科知识，
有学生通过锻炼，
数学提高了 20 多分。
（摘自北京青年报官微 12.16）

拾荒老人主动帮离校学生搬行李
12 月 15 日，海南文昌两名大三学生准备离校实习，正为如何将行李从宿舍
楼下搬到校门口发愁时，
校园里的拾荒老人提出义务为她们搬运。学生表示，
平
时就会把攒的一些废旧瓶子、纸箱子带给拾荒老人。老人帮忙拉行李时说：
“你
提着累，
放在我车上，
我车比较快。
”
（摘自河南都市频道官微 12.17）

校对：
付康松

大四女生用流利
英语介绍彝族漆器
彝族女孩俄尔语雯，是一名大四
音乐专业学生。她每天都会练习英语
口语，还能用英语流利地介绍家乡文
化，向网友展现彝族漆器、特产、风俗
等。俄尔语雯说，想让更多的人了解
真正的彝族，
传播民族文化。
（摘自北京青年报官微 12.19）

玻璃碎片洒一地
俩学生主动指挥交通
近 日 ，江 西 抚 州 资 溪 县 学 生 黄
佳富和高闽杰发现马路上有玻璃碎
片，为避免引发交通事故，两人一个
报 警 ，一 个 临 时 指 挥 交 通 。 他 们 表
示，自己做的事很平常，但是被身边
的 人 认 可 还 是 很 开 心 、很 有 成 就 感
的。
（摘自光明网官微 12.17）

医学生车祸离世
成为母校大体老师
近日，成都医学院大四学生刘雨
檀遭遇车祸离世，年仅 21 岁。父母决
定，
捐出她的眼角膜和遗体，
让她以特
殊的方式回到热爱的母校。
“这与女儿
一心学医的精神一致：帮助更多需要
的人。这是在完成她最后的心愿。
”刘
老师，
谢谢你！致敬！
（摘自北京日报官微 12.17）

班主任烤 100 多斤
红薯给学生取暖
12 月 17 日，安徽阜阳降温，高三
班主任张金亭和爱人为两个班 70 多
名学生准备了 100 多斤的烤红薯，想
让学生们吃着暖和。
“ 我和卖红薯的
老板讨价还价了半天，烤箱太小，爱
人烤红薯烤花了 10 多个小时。”张老
师说。
（摘自中国网官微 12.19）

湖南图书馆为考研
学子新设微波炉
考研将近，许多考研学子在湖南
图书馆备考。为了方便学生们学习，
图书馆在就餐区放了 4 台微波炉免费
提供给大家使用。工作人员表示，同
学们一整天泡在图书馆，希望他们能
吃到热乎的饭菜。
（摘自长沙晚报官微 12.19）

小学老师创编
古诗手势舞
12 月 16 日，
山东德州一小学将古
诗词与手势舞结合，创作手势舞读唐
诗。手势舞指导老师骆琳表示，她将
中国传统舞蹈的手势，加入到音乐教
学中，让孩子们边唱边舞。既培养学
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还让学生们
在欢快愉悦的氛围中背下古诗。目前
学校音乐组为孩子们编排了十几首，
孩子们非常喜欢这种教学形式。
（摘自南阳日报官微 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