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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厦门双十中学高一女
生李仲雯通过南京大学 “中俄贝
加尔湖国际科考与科研训练”团
队的面试，正式入选这个以大学
本科生为主的科训团队，并将于
—俄
今年 7月到世界第一深湖——
罗斯贝加尔湖进行国际科考。值
得注意的是，该科训团队仅在全
国选拔 2名中学生参与，除了李
仲雯，
另一名中学生来自武汉。
“中俄贝加尔湖国际科考与
科研训练”是南京大学与俄罗斯
伊尔库茨克国立理工大学长期合
作的野外教学项目，在贝加尔湖
进行科考与科研训练。根据南京
大学发布的消息，今年的科训团
队包括 9位中方教师、
6位俄罗斯
教师、
6位俄罗斯教辅人员、
58位
南大本科生和 2名高中生，中方
参加人员近 70人，这也是我国有
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本科生国际科
考与科研训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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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的李仲雯是从学校的一

场讲座获知该选拔消息的。这几
年，
双十中学大讲坛定期邀请大学
教授为中学生开讲座。上个月来开
讲的是南京大学朱国荣教授，
介绍
了“贝加尔湖的前世今生”。
虽然没有听过李健那首耳熟
能详的《贝加尔湖畔》，但通过朱
国荣的介绍，李仲雯第一次深入
—
了解 “西伯利亚的蓝眼睛”——
贝加尔湖，也对南大科考训练营
的项目有了极大兴趣。
当朱国荣说，今年训练营中
面向高中生的“飞越计划”正在
报名时，
李仲雯立马参与了。据学
校介绍，今年仅双十中学就有 30
多人报名科考营，最终只有李仲
雯一人入选。这个喜讯让李仲雯
有些意外，
“我们班还有一位同学
也报名了，他的成绩还比我优秀
呢。”
她总结，可能是自己比较真
诚，面试时也提到具体能做的事。
李仲雯是通过手机视频，参加了
南大的 10分钟面试。前 3分钟是
考查英语能力，后面 7分钟面试，
她认为是关键。通过她提交的材
料，面试老师得知她对生物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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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便请来一名生物学教授。老师
问他，最喜欢什么动物？她说是
猫。接着被问到猫的习性，
李仲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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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PQR4月 15日是我国第
四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国家安全重如山，重难在肩不
畏难。从身边小事做起，
将国家安
全牢放心间……”4月 12日，思
明区 2019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启动仪式在滨北小学举行，全
校师生共同宣读“国家安全日誓
言”。
启动仪式上，滨北小学师生
表演了一场主题为“心系国家安
全、争做爱国少年”的文艺节目。
组诗 颂 《秦 风 无 衣 》《过 零 丁
洋》《从军行》，古今戏场《精忠
报国》《英雄小八路》，朗诵《和
你一样》，
互动游戏《国家安全我
知道》等轮番登场。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还请来
三位家长与孩子共话国防，这三
位家长都是军人。二年（10）班郭
禹娴说：
“我的爸爸是福建海警
第三支队的一名警官。爸爸的主
要职责是开展海上维权执法，打
击走私、
偷渡等犯罪活动，同时肩
负保护国家海洋环境、开展海上
救助工作等任务。”郭锦鹏也向
同学们讲起执法过程中的一些经

详细地介绍了猫的饮食、排便等
生活习性，这些都源于她曾经收
养过一只流浪猫。

面试后的当天傍晚，李仲雯
就被通知录取了。同学开玩笑地
跟她预订礼物：贝加尔湖湖水，还
—因为在
让她一定要去钓鲑鱼——
电影《流浪地球》里有这么一个
情节，中国宇航员刘培强对俄罗
斯宇航员马卡洛夫说：
“等我们完
成任务后，带领孩子们到贝加尔
湖钓鲑鱼。”
根据南京大学介绍，科考将
在今年 7月进行，为期两周，科考
线路由陆地和湖上线路组成。面
试中，李仲雯也讲了自己的计划，
她了解到，近年来贝加尔湖附近
污染比较严重，造成生物骤减，她
希望通过实地调查，搜集可能造
成生物（例如海豹）骤减的原因，
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是李仲雯首次出国，之前，
她最远只和父母去过北京。她有
点忐忑，但并不是担心科考的艰
苦，
“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就
辜负对我有期待的人了。”对于未
来，李仲雯也已经有了方向，她说
;$%(&:(<
要去学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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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条微博热搜让不

上! 童模的工作时长和强度!只

广告拍摄现场!一位童模拍摄时

要家长愿意!可以任意支配"

因动作慢了一些!现场遭到一名

鉴于如今童装产业的发达!

年轻女子的踢踹" 事后服装品牌

童模需求日益增加" 媒体报道

方表示! 该女子是童模的母亲"

称 !以 杭 州 市 为 例 !一 线 童 模 的

迫于舆论压力!该母亲出面解释

日收入可达五位数!但很少有人

自己是正常管教孩子!只是动作

深入了解童模们的工作强度"

幅度相对大了些!并不能代表自
己不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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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他说，中国海警不仅维护国家
是我们最“稳”的幸福。同时，学
主权，
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更时时
生的爸爸们走进校园，讲述了保
刻刻保卫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家卫国的故事，让孩子们深切感
活动主要策划者、德育主任
受到，美好生活背后有无数人在
陈尹老师说，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默默奉献，激发他们的感恩之情。
让孩子了解国家安全的内涵，即 “这样的活动接地气，孩子们也
使在和平时期，也不能忘记国家
将获益匪浅。
安全，
不管任何时候，国家安全都
;$%(&::$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在此基础

少网友义愤填膺!在杭州一服装

这位踢踹孩子的童模妈妈曾
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过自己很累!

不少网友认为!一个心怀母

因为陪着孩子一天之内拍了 !""

爱的妈妈无论如何都做不出踢

多套衣服" 对于一个不到 !" 岁的

踹孩子的行为" 也有部分网友认

幼童而言!无疑是严重超负荷的"

为不讨论动机! 就行为本身而

而后我又看到一则本地新

言 !不 算 很 严 重 !并 不 能 上 升 到

闻!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有

虐 待 或 暴 力 的 程 度 " 那 么 !# 童

近 #"$ 幼 升 小 的 孩 子 延 迟 一 年

模$这一工种是否符合%劳动法&

入学!且多集中于富豪区" 本地

的基本法规' 是否符合%未成年

小学入学年龄早)四岁半即可*!

人保护法&的基本条例' 家长在

跨度大!一个班年龄首尾相差可

孩子出现(消极罢工$情绪时!用

达近一岁! 家境允许前提下!家

此种方法对待!是否将孩子当成

长选择延迟一年入学以保证孩

(赚钱工具$"
对此!杭州市劳动监察支队
办公室回应称! 童模是合法的!

子身心发展需求能跟得上学校
节奏!也不会因为赶不上大孩子
的而压力重重"

因为童模不算童工)即不满十六

两相对比! 想引发一种思

岁的儿童劳动者*! 童模和商家

考 !孩 子 之 于 家 长 !价 值 本 源 为

只存在劳务关系! 而非劳动关

何' 而法律漏洞保护不到之处!

系+ 童模可以由监护人代理!与

家长的选择又何其重要"

商家签订劳务合同! 并不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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