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照， 是每年毕业生期待

的告别仪式之一。 由于疫情，“云

毕业”成为一些高校的标配。

为了弥补遗憾， 一些高校毕

业生制作了“云毕业照” ，在网上

迅速走红。 这些毕业照在网络爆

红之后， 网友们也纷纷发来自己

的毕业照，效果同样一言难尽，甚

至被人称为“史上最惨的一届毕

业生” 。

如何拍好属于自己的 “云毕

业照” ？ 一些达人还来分享经验：

1、选择拍摄的地点，像学校图书

馆、操场、主干道、教室、特色建

筑。 2、选择拍摄的姿势，下课走的

楼梯、凹造型、叠个罗汉、剪刀石

头布、背影。 3、发挥创意的想象，

利用专业特色和职业特点。

山西一高校法医专业的毕业

生， 拍摄了一组极具专业特色的

毕业照。 大家穿上白色的防护服，

拉起警戒线， 还在地上勾勒 “尸

体” 轮廓，俨然推理剧拍摄现场。

学生表示不想和大家都一样穿着

西装、校服，于是便想到结合专业

特色，拍出特别的毕业照，这样的

大学毕业照能让自己不留遗憾。

在最后，老师提醒“云毕业”

的大学生，这三件事还是要做好：

1、和导师确认好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的领取方式和领取时间。 2、

和导师确定好档案的邮寄时间和

地点。 3、打印好大学四年的成绩

单。 据中新社

伴随国内儿童阅读需求上升，

少儿阅读市场扩大。 但部分粗制

滥造、内容失格的童书流入市场，

容易对少年儿童产生不良影响。

一本名为《小熊过生日》的儿

童绘本，近日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该绘本中，许多朋友参加小熊的生

日会，吃蛋糕时却有一位朋友不见

了，餐桌上则多了只烤鸡。 故事暗

示朋友“上”了餐桌。 网友纷纷表

示，这样的内容难以理喻，这样的

奇葩童书令人难以接受。

还有一些儿童图书赤裸裸展

示血腥、暴力。有本书中赫然配图：

猫爸爸开车载着家人，车轮底下是

被轧过的老鼠。 另一本童书的插

图中，卡通人物背着鲜血淋漓的包

裹，舞台上躺着被警察杀死的人，

宝箱在流血，伞扎进头部等画面，

都让人强烈不适。

一些童书质量低下的背后是

出版商无序竞争。 时下，不少内容

生产机构纷纷转向主要依靠纸质

阅读的少儿出版市场。 北京开卷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

示， 截至 2019年 9月， 全国共有

555 家出版社参与少儿图书市场

竞争，少儿出版市场竞争格局由原

来专业少儿出版社“遥遥领先”变

为各类出版机构“群雄逐鹿” 。

“大量原本不是从事童书出

版的出版社来分蛋糕，不少缺乏相

关专业素养的人员进入这一行业，

造成童书质量良莠不齐。 ”广东一

知名出版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味求新求快，也容易导致童

书内容缺乏规范。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首席专家孙云晓认为，一些出

版商不注重在原创内容上精耕细

作。 “甚至某部新动画作品刚播

出，就有出版社用几天时间策划出

一套绘本。 粗制滥造之下，速成童

书强行植入不适宜原角色的语言、

情节。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建议，童书出版行业应当设立

图书审查委员会，由教育专家进行

价值观念和教育意义的审查。

此外，儿童阅读童书时家长不

可缺位， 家长可采取陪伴式阅读。

孙云晓说：“在亲子共读过程中，

父母可根据自身阅历挑选适合孩

子阅读的童书，避免不良书籍进入

儿童阅读通道。 ” 据《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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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

告中， 一部分高校也对本科毕业

生选择深造的原因进行了调查。

太原理工大学公布的调查数据

中，“增加择业资本、 站在更高的

求职点” 占比最高，为 42.46%，其

次是“提升综合能力” 和“对专业

感兴趣、深入学习” ，而因为“延缓

面对就业的困难” 的原因选择升

学的毕业生占比仅为 7.10%。

吉林大学的调查结果同样说

明了这一点，“增加择业资本，站

在更高的求职点” 是本科毕业生

选择升学最为主要的原因。 而选

择出国留学的原因多数是因为

“希望获得更好的教育教学条件

和科研氛围” ，在西南大学的调查

结果中这一项占据了毕业生出国

原因的 50%，其次则是“增加择业

资本，增强就业竞争力” 。

在郑州大学公布的调查数据

中，“更先进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更好的教育条件”和“自由开放的

教学环境，更多的锻炼机会” 同样

是毕业生选择出国的主要原因。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 本科

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很大一部分

原因是想要提高自己在就业市场

的竞争力， 而从结果上来看也确

实如此。

在南开大学公布的毕业生薪

酬调查结果中， 本科毕业生平均

月薪 8862 元， 研究生平均月薪

10838 元， 中间有着近 25%的差

距。

西南交通大学的统计结果同

样说明， 不同学历的毕业生在平

均收入上有较大差距， 西南交通

大学本科生平均月薪为 7143 元，

硕士为 9061元，博士为 14729元。

为解决疫情带来的就业难

题， 今年硕士研究生的扩招比例

已经超过了 20%， 而随着 2020 届

本科学子相继毕业， 各大高校新

一轮的就业质量报告的编写也逐

渐被提上日程。

2020 年各大高校本科毕业生

的深造率和选择深造的原因将会

产生何种变化， 还需要之后各大

高校公布的《2020年毕业生就业

质量报告》来为我们揭晓答案。

据澎湃新闻网

今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创历史纪录，多达 341万人———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多达 341 万人，相较于去年增加 51 万人，

报名人数再次刷新历史之最，从 2016年至 2020年，从 177万到 341万，我国研究生考试报考人数在五年间有着接

近 93%的涨幅，几乎翻了一番。 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正在将考研等深造途径当做人生规划的重要选项。

越来越多毕业生 选择考研深造

最高深造率：87.7%

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学生群体

之一，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们的深造

情况无疑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数据

样本。

一家专业调查机构针对 2019

年各大高校公布的毕业生就业质

量报告进行了收集整理，共有 128

所“双一流” 建设高校的本科毕业

生深造情况被纳入本轮统计。在这

128 所高校中，相当一部分本科生

在毕业之后都选择了继续深造，平

均深造率为 43.38%，有 38 所高校

的本科毕业生深造率在 50%以上。

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依旧在

本科毕业生深造率上持续领跑，为

87.7%，较上一年（85.17%）上升了

2.53 个百分点， 清华大学则以

80.40%的本科生深造率紧随在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本科生深造率

都在 70%以上， 分别为 74.20%、

73.52%和 73.23%。 理工科强势高

校在本科毕业生深造率上也依旧

保持着出色的表现，占据了深造率

最高的前 20 所高校中的多数席

位。

贵州大学作为一流学科建设

高校，也在本次调查之列。 本科整

体深造率为 15.95%， 其中国内深

造率为 15.24%，出国（境）深造率

为 0.71%。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毕

业生流向数据相对完整，除国防科

技大学外共有 41所高校被纳入统

计， 其 2019 届本科毕业生的平均

深造率为 54.57%，比 128 所“双一

流” 高校的整体平均值高出 10 个

百分点以上。

为什么选择深造

6月 12 日，有网友反映，南京

市艺术小学 （南京小红花艺术

团） 近日发布的招生简章中有

“同等条件下， 男生优先” 的表

述， 该网友认为这样的招生原则

涉嫌性别歧视。

对此， 学校主管部门南京市

文化和旅游局回应， 学校已修改

招生简章，删去相关表述，后续招

生工作将派专人前往学校监督指

导。 记者查询发现，南京市艺术小

学官网发布的 2019 年招生简章

就已明确 “同等条件下， 男生优

先” ， 但在 2018 年和之前的招生

简章中未提及。

6 月 12 日， 记者拨打了南京

市艺术小学招生咨询的公开电

话，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只负责解

答学校的报名问题， 关于招生简

章中的相关问题不予回应。

同日， 记者以家长身份向南

京市文旅局询问相关情况， 文旅

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同等条

件下，男生优先” 的招生原则已被

取消并作出更正， 并且该校已公

开进行了解释。 该校在官网发布

《关于“小红花” 招生有关情况的

说明》称，历年来“小红花” 招生，

男生报名不足， 目前学校男生严

重短缺，严重影响了“小红花” 的

节目编排，制约了“小红花” 艺术

创编。 本次招生中提出 “男生优

先” ， 本意是想鼓励男生报名，弥

补男生难招的现状。 后面招生工

作中将严格遵守公平、公开、公正

原则，择优录取。

记者致电南京市艺术小学招

生办，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随

着舆论的发酵， 学校承受了极大

的压力。 他还强调，之后的招生工

作将严格遵守公开、公正的原则，

择优录取。

“我们在校的女生人数约是

男生的 5 倍， 这一情况已严重影

响了学校节目的编排， 许多节目

的男性角色只能由女生反串。”该

校招生办工作人员向记者如是介

绍。 据澎湃新闻网

记者 12 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截至 6

月 9日，全国已有超过 1.97 亿学生复学

复课，占在校生总数比例超过 71%。

为解答师生、 家长普遍关注的热点

问题，为各地各校科学精准防控、安全有

序复学， 确保校园安全和师生身心健康

提供科学指引， 在总结各地各校经验做

法和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教育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共同发布《疫情防控常态

化下复学复课工作 20问》。

据介绍，《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复学

复课工作 20 问》 内容涉及复学复课和

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及相关标准、 教育

教学开展、学校重点场所和学生管理、医

务室管理、防疫培训、防疫物资和后勤保

障、学生心理疏导、核酸检测、夏季传染

病防治等各方面。 据新华社

全国 1.97亿学生

顺利复学复课

招生简章中提“男生优先” 是重男轻女？

原来是南京一小学女多男少，编排节目困难，鼓励男生报名

美国密苏里大学和英国埃塞克斯大

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相对来说，男孩的阅

读能力，比女孩要差一些。

据美国每日科学网站报道， 他们的

研究成果发表在 《国家科学院学报》月

刊上。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密苏里大学

心理学教授戴维·吉尔里说：“阅读分数

对男孩和女孩都很重要， 我们在调查研

究后发现， 女孩在阅读测试中的平均成

绩更高。 ”

吉尔里说，“我们发现，目前大学招

生远未实现性别公平。 没有充分的理由

认为男孩或女孩的阅读水平在未来十年

内会提高到足以改变入学模式的程度。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提高阅读能力，

但必须从早期开始。 男孩和女孩在阅读

方面的差距从开始上学甚至学龄前阶段

就存在了。 ” 据《参考消息》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

男孩阅读能力

比女孩要差点

提到山西，大家都会想到陈醋。 近

日，山西省清徐中学为鼓励学生适当多

吃点醋，有益身体健康，将食堂内的饮

水机打造成了“饮醋机” 。

记者在食堂看到， 在学生就餐时，

取醋的学生络绎不绝，有的学生用瓶取

醋，有的学生将醋直接流入包子或其他

餐食里。

据悉， 该校食堂每日就餐学生近

3000人，每天喝掉 20斤醋。饮醋机已使

用一年多，学校安排专人对其进行日常

清洗。

太原市清徐县为山西老陈醋发源

地，是中国最大的食醋生产基地，所酿

制的老陈醋为中国四大名醋之首，被誉

为中国醋都。 据中新社

鼓励学生多喝醋

饮水机变“饮醋机”

山西一中学———

无序竞争 导致部分童书儿童不宜

高校毕业生

拍“云毕业照”

法医专业学生拍的云毕业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