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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一堂五四精神
思政大课
为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
引导新时代青年厚植爱国情
怀、坚定理想信念、崇尚奋斗实干，
“平
凡英雄·青春百年”同上一堂五四精神
思政大课于 5 月 8 日在
“人民网+”
客户
端开播，
邀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都师范大
学等高校的青年思政教师，
以北京大学
红楼展厅为背景，
以不同年代青年的奋
斗故事为脉络，
对五四精神进行深入浅
出的讲解。活动还联动新浪微博开设
“记录我的青春年华”
互动话题，
推出主
题MV、
盘点海报、
创意短视频等融媒体
产品，
总阅读数已达2.6亿。
（摘自《人民日报》 5.9）

男子花光积蓄办学校
接收 500 个残障儿童
5 月 9 日，
“ 男子花光积蓄办学校
接收 500 个残障儿童”的话题词登上
热搜。九派新闻采访获悉，男子名叫
刘爱业，今年 56 岁。12 年前，他带着
前半生所有的积蓄，
携着妻儿，
投入到
残疾人特殊教育事业。在湖北随州市
随县博爱特殊教育学校内，学生从 7
岁到 30 岁不等，全部是残障人士。来
这里上学，
不仅食宿全包，
连女孩子用
的卫生巾都免费提供。刘爱业介绍，
12 年来 ，学校先后接纳残疾青少年
500 多人，经过学习、培训、康复、托
养，学生们大部分达到预期效果。不
少以前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不再需
要他人照料，还能分担家务，干农活，
一些孩子还开店创业当上了老板。
（摘自九派新闻官微 5.9）

高中生为小区制作
古诗词两米间隔线
“黑发不知勤学早，
白首方悔读书
迟”……5 月 5 日清晨，最诗意的两米
间隔线出现在北京海淀莲花小区核酸
检测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社区
一位名叫沈俊博的高一男孩的创意，
在征得社区同意后他和家人自发打印
图片并粘贴在地面上。
“排队的时候还
能读些诗词，
既起到间隔的作用，
也能
打发等候的时间。
”
（摘自人民日报官微 5.5）

大学体育课教
“轻功”
武侠小说里有一种神功水上漂，
不借助任何辅助工具，人就能在水面
上奔跑。来看看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水
上漂。广西桂林龙江河畔的少数民族
群众自古有撑竹筏出行的传统，2007
年，广西河池学院在一场办学特色大
讨论中，决定将独竹漂引入体育教学
中，从零开始打造一个运动项目。在
师生的共同努力下，2015 年以来，河
池学院参加省级以上独竹漂比赛获得
包括 37 项一等奖在内的 120 多个奖
项，
陆春桃、黄适骥等优秀运动员留校
任教。河池学院的独竹漂训练基地如
今已是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项
目训练基地，
传承和发展独竹漂项目，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传承优秀民族文
化，
独竹漂的“水上传奇”
仍在上演。
（据新华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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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启动
记者 5 月 8 日从全国妇联获悉：2022 年 5 月 15 日国际家庭日所在周为首个全
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全国妇联、教育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 9 日至 15 日
宣传周期间，以“送法进万家家教伴成长”为主题，面向广大家庭广泛开展家庭教
育宣传展示和主题实践活动。
通知指出，重点关注流动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涉案未成年人、失管未成年人
家庭等，关爱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家庭等，通过开通热线、一对一帮扶等形式，提供
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为家长育儿释疑解惑、排忧解难。
（摘自人民网 5.8）

那个在田埂跳芭蕾的女孩，
长大了！
让青春在努力拼搏中闪亮，让梦想
在超越自我中绽放。五四青年节之际，
央视新闻推出专栏《青春力量》，讲述当
代青年踔厉奋发、勇敢追梦的故事。
来自河北乡村的 18 岁女孩马悦，是
辽宁芭蕾舞团附中的一名学生。几年
前，在“田埂上的芭蕾”公益项目支教老
师的帮助下，她和同学们第一次接触芭蕾，她的梦想像是被一束光照亮。此后，
马悦在老师们的帮助下，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实现芭蕾深造的梦想。如今，马悦
也像当年帮助过自己的老师们一样，去到乡村，点亮更多孩子的芭蕾梦。
“ 被爱浇
灌大的孩子，长大后是会给予爱的。”
（摘自央视新闻 5.4）

今年高职扩招退役军人毕业生超过 30 万
退役军人事务部、教育部 5 月 7 日下午在京联合召开 2022 年高职扩招退役
军人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对 2022 年毕业的首批高职扩招退役军人学生就
业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会议指出，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 1000 万，高
职扩招退役军人毕业生超过 30 万。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做好高职扩
招退役军人毕业生就业促进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教
育行政部门要抢抓退役军人毕业生离校前的关键期，统筹发挥职能作用，抓住招
聘求职两端，
围绕培训赋能、就业促进、创业扶持等方面综合施策。
（摘自大洋网 5.9）

今年招收中西部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 5918 人
日前，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 2022 年中央财政支持中西部农村订单定向免费
本科医学生招生培养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2022 年中央财政支持高等医学院
校为中西部乡镇卫生院培养订单定向免费五年制本科医学生共计 5918 人。专业
包括临床医学、中医学和蒙医学。报考免费医学定向招生计划的考生均须参加当
年全国统一高考，实行单列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只招收农村生源，在本科提
前批次录取。生源不足时，未完成的计划通过补征志愿方式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
取，
直至完成计划。
（摘自央广网 5.10）

10 年过去，
他考上了曾救自己命的医院研究生
近日，浙大医学院血液学硕士研究生面试中，迎来一名特殊的考生。2012 年，
16 岁的高中生陈格患上白血病，浙大一院为他进行了非血缘造血干细胞移植。移
植两年后，陈格重回校园，并在高考后报考医学专业。如今，被预录取为浙大医学
院血液病学硕士的他说：
“会成为鼓励、治疗他人的人！”加油！十年前的白血病患
者走进曾救活他的医院，
他说：
“我要穿这件衣服……”
结局泪目！
（摘自央视新闻官微 5.9）

上海秋季高考统考延期 7 月 7 日至 9 日举行
在 5 月 7 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副市长陈
群表示，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经慎重研究并报教育部同意，上海市秋季高考统
考延期至 7 月 7 日至 9 日举行，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延期至 6 月 18 日至 19 日
举行，中考延期至 7 月 11 日至 12 日举行，取消初中理化实验考试、外语听说测试，
相关成绩以满分计入学生中考总成绩。
（摘自《经济日报》 5.8）

山东省专升本考试首次引入跨省远程线上考试
山东省 2022 年普通专升本考试 5 月 7 日至 8 日举行。考试人数超过 17 万人，设
置了 164 个考点、5717 个考场。为适应疫情防控需要，山东今年分类设置考点考
场。对部分身在省外、无法返回山东的考生，首次引入跨省远程线上考试方式。同
时采取多种手段强化特殊考场考试组织，
维护考试安全。
（摘自新华网 5.8）

校对：
付康松

教育部启动全国依法
治校示范校创建工作
教育部日前决定启动全国依法治
校示范校创建工作，并研究制定《全国
依 法 治 校 示 范 校 创 建 指 南（中 小
学）》。指南包括：学校严格依法依规
招生，招生规则公平、公正，招生行为
规范、透明，不设置任何歧视性条件，
自觉接受监督；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
作机制，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定
期开展防欺凌教育、欺凌调查，能够客
观认定、及时有效处置学生欺凌事件
等内容。 （摘自新华社官微 5.5）

高校
“农民院士大讲堂”
引爆学子热情
五四青年节当天，
云南农业大学首
次举办的
“农民院士大讲堂”
，
以
“信念与
坚守”
为主题，
打造具有农大特色的思政
第一
“金课”
。中国工程院院士、
云南农
业大学名誉校长朱有勇院士走进大讲
堂，
讲述把自己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
故事，
传递奉献青春报效祖国的力量，
引
爆了农大青年学子奋发学习的青春激
情。农大今后将充分发挥
“农民院士大
讲堂”
重要作用，
讲好云农人服务乡村振
兴的故事，
把它作为思政教育的重要平
台，
作为新生第一课、
专题党课、
团课的
重要内容，
打造具有农大特色的思政第
一
“金课”
。 （摘自《光明日报》 5.9）

2022 高考招生
新增 31 个本科专业
2022 年全国高考倒计时，今年新
增的 31 个本科专业涵盖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管
理学、艺术学九大学科门类。其中，工
学类增加了 14 个专业，占比最高，其次
是艺术学和农学。共有 38 所高校通过
了新增专业审批。其中，北京交通大
学新增智能运输工程专业，哈尔滨工
程大学新增智慧海洋技术专业，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新增智慧林业和智慧水
利专业，这些专业都是在全国高校中
首次设置。
（摘自央视网快看官微 5.9）

大学毕业 2 年归还
中学校长资助费用
5 月 7 日，耒阳正源学校校长收到
了已大学毕业两年学生刘志成的礼
盒，里面装着一万元现金和一封信感
谢信。原来，当年他家里困难，拿不出
复读的学费。他便给校长写信，希望
可以资助他。校长减免了他一年的学
费，他如愿考上了长沙理工大学。据
了解，这笔钱已放入学校学生救助中
心，
用来继续支持学生。
（摘自搜狐网 5.9）

重庆小学生
劳动课上捉泥鳅
5 月 6 日，重庆两江新区童心青禾
小学在校园内开展趣味劳动课——捉
泥鳅，让孩子们体验劳动的乐趣。老
师提醒孩子们回家后自己洗脏衣服，
还要求认真观察泥鳅的习性、特点等，
课后进行绘画和作文。网友：劳动课
后的作文太真实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官微 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