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男孩迷路
交警叔叔帮他回家

3 岁的男孩君君（化名）非常喜
欢姐姐，每天都会送姐姐去上学。
每次送姐姐到楼下后，他就回家。6
月 15 日早上，君君送姐姐去上学
时，跟着姐姐到了学校，之后就迷
路了。

好心人将他送到长沙芙蓉路城
南路口西南角的交通岗亭。交警最
后帮君君联系到了家人。

扫码进入ZAKER潇湘，看萌娃
有惊无险的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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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孙9年
获3项发明专利

如今不少老年人都在帮子女带
孩子，但这两位老人实力演绎了什
么叫“学霸式带娃”。

长沙的米先生和薛女士夫妻俩
已经 60 多岁了，帮女儿带了 9 年孩
子，其间为了解决带孩子遇到的问
题，获得了3项发明专利。女儿米莉
介绍，父母都是对生活有热情的人，
60多岁学钢琴，还重拾英语学习。

扫码进入潇湘晨报官方微博，
看老人“学霸式带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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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典礼全班43人只来了5人，有女生哭了

近日，江苏某高校毕业典礼，以往每年都有四五千人参加，
今年由于疫情只有四百多人。毕业生朱静茹在现场哭成了泪
人：班上共43人只来了5人，“毕业了不会再见了”原来是真的。

6月15日20:35
潇湘晨报

民警上门花式劝阻老人勿向电诈犯汇款

近日，长沙，住在养老院内的 80岁的曾女士，执意要将自己
积攒一生的 18万元积蓄转账到男子“陈某”的私人账户上，并声
称可以用这笔钱购买增值潜力巨大的公司“原始股”。接到报警
后，民警当即意识到，曾老很有可能是落入了骗子的圈套之中，
民警迅速前往养老院找到曾老并展开劝阻。

6月15日11:44
潇湘晨报

@最后的文盲：特别的毕业记忆。

有奖征集
潇湘晨报全平台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启动“正能量报料官计划”，寻找身边的正能
量线索。线索一经采用，报料人可获 100元至
300元不等的奖励。

出门上班
发现楼梯消失了

6月14日，浙江台州的张先生就
经历了尴尬一幕。张先生的房子是
租住的，之前的旧楼梯要拆除改为
水泥楼梯，可是房东并没有提前通
知。当他准备出门才发现楼梯消失
了，还有工人在现场施工。

这段视频在网上播出后也引
发了网友的讨论，有网友吐槽“隔
着屏幕都恐高”，还有人说，这要
换了自己，可能两眼一抹黑就冲
下去了。

早安
湖南

距2020互联网岳麓峰会

在长沙开幕还有7天

在孟晚舟事件中
加拿大扮演了美方帮凶

据新华社电 针对加拿大法院近期公布的有关备忘录，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有关文件再次表明
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严重政治事件，加拿大扮演了美
方帮凶的角色，中方敦促加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据报道，12日，加拿大法院公布加安全情报局（CSIS）2018年
12月1日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告知CSIS有
关当日晚些时候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孟晚舟的计划。备忘录
指出，FBI不参与逮捕行动以免外界认为美方施加了影响。孟晚
舟的法律团队称，上述备忘录表明CSIS故意掩盖FBI参与此事，
已有公开文件显示FBI频繁与加执法部门联系。

“加拿大法院披露的有关文件再次表明孟晚舟事件是一起
彻头彻尾的严重政治事件，充分暴露了美蓄意打压中国高技术
企业和华为公司的政治图谋，加拿大扮演了美方帮凶的角色。”
赵立坚说。

赵立坚说，中国政府维护本国公民和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的
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再次敦促加方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和
关切，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并让她平安回到中国，不要在错误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

抬头看看“长沙蓝”
这两天一改前几日的潮湿，从早到晚就一

个字——“热！”
高温带来了满大街的超短裙、吊带衫，也带来

了这个季节最令人迷醉的色彩——“长沙蓝”。
文/记者吴琳红 图/记者谢长贵

湖南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
本报长沙讯 6月15日16时，湖南省气象台发

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预计至 16日 20时，长沙、株
洲、湘潭、衡阳、岳阳西部、常德东南部、益阳、娄底
东南部将出现 35℃以上高温，其中株洲、衡阳局部
地区将达37℃以上，请做好防范。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15日晚至17日白天省内大
部分地区受副高控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湘西
北、湘南局地午后有分散性降雨。17 日晚受高空
槽、低空切变线及增强的西南气流影响，湘西北、湘
北局地降雨较强。18日至19日因冷空气南下，气温
下降8～10℃。

具体预报如下：6 月 16 日 20 时至 6 月 17 日 20
时,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天间多云，湘西北、湘东南南
部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 2～3级；最高气
温湘东、湘南34～36℃，其他地区32～34℃；最低气
温湘东、湘南26～28℃，其他地区24～26℃。6月17
日 20时至 6月 18日 20时，湘西北多云间阴天有中
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局地大
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局地
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3级；最高气温湘东、湘南
34～36℃，湘西北30～32℃，其他地区32～34℃；最
低气温湘西北23～25℃，其他地区26～28℃。

记者陈诗娴 通讯员曾彦彦

本报长沙讯 6月 15日，记者从马云
公益基金会了解到，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
申报仍在进行中，将于 6月 30日截止。致
力于投身乡村教育的应届师范生们，赶紧
注册申报，不要错过最后的两周申报期。
马云乡村教师计划和马云乡村校长计划
已于5月30日截止申报，两个月间，共收到
有效申报材料6643份。

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每年都在寻找
投身乡村教育的师范毕业生，持续 5年为
每位入选者提供10万元支持，包括个人资
助和专业培养。之前两年，马云公益基金
会每年评选 100名师范毕业生，今年起每
年评选300人。

由于受疫情影响，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
延长申报期限，将于6月30日截止申报。申
报者为师范院校应届毕业生，并且从教学校
为乡村学校即可，不受贫困县限制。

申报数据显示，目前已有包括杭州师范

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重
庆第二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
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110余
所师范院校的应届师范生注册申报。

今年，马云乡村教师计划共收到有效
申报材料5534份，申报教师来自全国30个
省市自治区。其中，本科学历 4502人、硕
士学历 121人，博士学历 1人，本科及以上
学历申报者占比83.5%。

据了解，申报结束后将进行初筛工
作。与往年不同的是，本届马云乡村教师
计划扩大了入围教师人数，由往年的400人
增加至600人。入围名单将由志愿者和各省
合作媒体一并选出，并在基金会官网进行公
示。之后还会有初评和现场终评、复核等流
程，最终确定 100 位获奖教师。每位获奖
者将获得持续3年总计10万元的支持。

每年腊八节，基金会还会在三亚为当
届获奖教师举行颁奖典礼，让他们坐飞

机、看大海，让他们开阔视野，受到社会关
注和尊重。

据了解，马云乡村校长计划共收到有
效申报材料 1109份，其中男性占 85%。申
报者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申报人数
排名前三的分别为甘肃、贵州和云南。

每年，马云乡村校长计划都会寻找 20
位具有使命担当、管理智慧以及有社会影
响力的新“乡村教育家”代表，持续三年为
每人提供总计50万元的支持，包括10万元
的校长个人资助、10万元持续领导力提升
计划和30万元学校发展创新的实践基金。

通过国际游学、领导力论坛、领导力
课堂等，开拓校长的视野；组建由一线名
校长构成的校长委员会，为乡村校长提供
跟岗实践以及一对一指导的机会。

截至2019年底，马云公益基金会一共
组织了3次国际游学，分别前往美国、以色
列交流学习。 记者陈张书

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延长申报
6月30日截止；持续5年为入选者提供10万元支持

@木兰的小铁匠：这个民警很给力。

6月 15日，长沙空气质量优良，蓝天白云
下的梅溪湖分外美丽。

提
醒

湖南14市州疾控部门陆续发布提醒，近14天有
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主动报备。张家界疾控提醒市
民避免海淘、代购国外疫情形势严峻地区商品。

长沙多个水产市场、商超停售三文鱼，多种进口
生鲜仍有市民购买。专家提醒，食物加工过程生熟分
开、烧熟煮透，不吃生冷食物。

探
访

有风险请报备
湖南疾控提醒，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6月15日，长沙火车南站，从北京西开往广州南的G69次列车停靠在站台，上下车的旅客都戴着口罩。图/记者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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