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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时你的老师都有什么特殊才艺？近日，云

南红河一位物理老师在课堂上表演徒手劈砖而走

红。

视频中老师“手到砖断”，让教室里的学生纷纷

看呆。这位老师是红河弥勒第四中学物理老师张

辉。他说：“劈砖是对当天新课教学的一个导入，表

演之后学生的兴趣非常高涨。”

“我劈了两次，第一次没有劈动，第二次劈开

了。其实重要技巧是，第二次我把砖头的一头翘起

来了。”张辉老师解释，这运用到了惯性知识，另外

也可以用动量定理去解释。

“把一头翘起来的话，手顺势砸下去。这个过

程其实不是我的手把它劈开的，而是桌子把这块砖

撞断的。”看完张辉老师的劈砖表演，学生们对这堂

课兴趣爆棚。

“大家要多观察生活现象，并跟物理知识点结

合。这堂课教给学生最主要的东西是：当我们看到

很多现象后，要科学地思考、合理地分析，而不是盲

目地去崇拜。”

网友们们纷纷为其点赞：“果然知识就是力量”

“但凡当初我老师这么教我，我的物理也不至于不

及格了”“江湖艺人又要下岗了”“劈砖手艺人看完

哭出了声”。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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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了！360°视景，众多先进

设施，可模拟各种天气……》6月10

日，本报公众号关于泉州海洋学院建

成投入运行的、目前国内最先进的

360°视景航海船舶操纵模拟器，引起

广大网友关注。

“计算机成像技术”“虚拟现实技

术”以及国内外50多个港口和航段任

意转换等，通过数字化动态、逼真地展现在大家面

前。另外，该模拟器的船舶类型不仅包含散货船、

液货船、集装箱船、杂货船等常用船舶类型，还包

括邮轮、高速艇、军舰等特殊类型船舶，多达110多

条！

“不得不说，家乡的教育做得越来越好了”

“不仅有‘真枪实弹’的实践基地，更有结合高科技

的模拟器，若有机会，真想‘上船’体验一把”“报道

说这儿将作为青少年航海科普教育场所，一定要

找机会带孩子来体验、学习”……网友们对此纷纷

表示赞许与期待。

“手机App频繁自启动收集个人

隐私触目惊心！”近日，本报公众微信

号关于“手机App访问个人信息过程”

推文再次引来网友热议。

内容中，大量App在后台频繁访

问的“小动作”、自启动程序和后台收

集用户信息行为频繁以及App通过定

位信息分析人们活动范围和活动习惯

等行为，令广大网友震惊。

“很多App你不同意授权他就不让你安装，强

盗行为”“细思极恐，每次在浏览过一次商品就被

各种推荐，还是类似的商品”“希望相关部门能重

视，个人隐私不可侵犯”……网友们纷纷表示。

如果问你“石狮有多少个公园”

你能回答得出来吗？近日，本报公众

号《石狮公园“全家福”美照》推文以

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石狮“醉美公

园”，获广大市民、网友点赞。

包括鸳鸯池公园、龟湖公园、西

洋公园和学府公园等在内的石狮公

园，在摄影师的不同构图和角度下，

显得格外宁静与唯美。不仅如此，镜头中，市民们

在蜿蜒的公园小道散步，在绿树鲜花映衬下，画面

充满了幸福。

“太美了，公园就在家门口，生活也可以如此惬

意”“每周我都带家人到公园散步，虽然画面不同，

但‘每周一景’的幸福是不变的”“要收藏起来，以后

朋友来石狮旅游，把这份‘公园攻略’送给他”……

网友们纷纷表示。 （文豪整理）

抗疫必胜 石狮市第五实验小学 邱鸿梓 指导老师邱连法

难忘的中秋节

考试成绩下来了，兮拿着那满是红

叉的卷子，拖着疲惫的身子，艰难地移动

步子。兮从来没有觉得回家的路竟然有

这么长。

天气灰蒙蒙的，如丝的细雨从空中

飘落，仿佛老天爷也在为兮哭泣。兮走

在路上，心里充满担忧——这场暴风雨

即将到来。不知不觉中，兮已走到家门

口。她在门口徘徊，回想起下午发生的

事情：“今天大家考得都还不错，除了个

别人……”老师瞪了兮一眼说。兮看见

老师那犀利的眼神，就像一把锋利的刀

扎进了她的心。

天空突然打雷了，一下子把兮点醒，

兮把卷子迅速塞到书包里。一进门来，

兮悄悄地走向房间。敏锐的妈妈拿着正

在缝补的衣物，快速地走到兮的面前说：

“试卷考了几分？听说隔壁张阿姨的女

儿考了全班第一呢！”“唉，那还用说，肯

定没考好，真是没用!”爸爸坐在沙发上，

双手拿着报纸讽刺道。

天又打起雷，空中那豆子般的雨“啪

嗒，啪嗒……”地拍在窗上。兮跑到爸爸

面前，拿出卷子“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

大声嚷嚷：“对，我考了全班倒数第一，你

满意了吧!”

兮死死地盯着爸爸，眼眶逐渐湿

润。父亲的眼神也变得惊慌。兮忍不住

了，冲进房间，用力地把门关上了，扑到

床上哭了起来，心想：那天不是肚子疼厉

害，肯定不至于……兮越想越伤心。

过了好久，兮听见有人敲门，就躺在

床上装作睡着的样子。“咯吱”一声，门开

了，好像是父亲，轻手轻脚地走到床前，

坐了下来。“唉！”父亲深深叹了口气，哽

咽地说：“孩子，原谅爸爸吧。”此时，兮心

里五味杂陈，很不是滋味。突然，兮脸上

感到一股暖流，这股暖流流到了嘴角，兮

用舌头舔了舔嘴。哎呀，好咸，比盐还

咸。是眼泪！这滴眼泪不仅流到了兮的

嘴角，还流入了兮的心间，抚慰了兮那颗

受伤的心。

兮抬起朦胧的泪眼，望着父亲慈祥

的面孔，突然觉得他老了许多，那浓密的

黑发中夹杂了几根白发，皮肤也变得苍

老憔悴。兮再也忍不住了，扑到父亲的

怀里，大声地喊道：“爸爸，我错了！”

兮的眼泪放肆地流淌，那是激动的

泪水，是幸福的泪水！那一瞬间，不仅触

动了兮的心，更让兮明白了父亲对她那

最深沉的爱……（石狮市第二实验小学

六年3班 陈怡萍 指导老师：郑建兵）

在一座森林里，树木成群，小鸟

在枝头歌唱，一副安宁、祥和的场

景。

山下传来走路的声音，一位叔

叔拿着斧头走进树林。他抡起斧

头，使劲向树木挥去，树失去了它的

生命，倒在了地上。看着那一棵棵

被砍伐的大树，原本郁郁葱葱的大

山变得光秃秃的。

大雨下个不停，滚滚的泥石流

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咆哮着从山上

冲下来，泥石流冲毁了房屋，这位大

叔伤心地哭起来。

他的家园倒塌了，动物们的家

园也因他的砍伐而失去，所以不要

再砍伐大树了，请爱护森林！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二年6

班 王智科 指导老师：杨婉玲）

请爱护森林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

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一听到

这首歌，我不禁想起了去年的中秋节。

2019年农历八月十五的早上，爸爸妈妈

带我到漳州玩，我们人手各持一张既能娱乐

又能博饼的券到售楼部参加活动。一进大

厅，我就被摆放在长桌上的月饼模具给吸引

住了。我如风一般的速度冲了过去，向阿姨

要了一套制作月饼的模具和食材。我带上手

套接过摸具，那模具是柿子形状的，分上下两

块。我先拿起一大块红色的面团，把它压平，

红色的面团的肚子里包上蛋黄宝宝，再揉圆，

放到盘子里，接着拿起一小块巧克力面团放

在模具的盖子上做柿子的蒂，然后拿起刚才

揉的球放到模具里，最后用另一半模具压一

压，Yes，大功告成！一个漂亮的柿子月饼做

好了，这完全不输给市场上卖的月饼。

到了中午，博饼开始了！轮到我时，我紧

紧地抓住骰子，闭着眼，深吸了一口气，用力一

掷，我满怀希望地睁开眼，唉，只博到了二举，

可没想到二举还能获得一条小毛毯，那小毛毯

真是又软又舒服呀！

晚上，回到家里，我们一家人吃完饭，在院

子里边吃月饼边赏月。圆月高高挂在深蓝色

的天空上，她那圆圆的脸上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静静地望着大地，几朵灰白色薄薄的云绕在她

身边，宛如仙女翩翩起舞，皎洁的月光给大地

披上了银灰色的纱裙。照亮了万物，照亮了花

瓣，显得花儿更加娇美，照亮了家人，家人脸上

的笑容更加灿烂……这让我对月亮公主更加

喜爱。

中秋节的夜，真美啊！

（石狮中英文实验学校三年8班 林辰好

指导老师：王燕芬）

触动心灵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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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爸爸，您好！我知道您

很爱我，也很爱我们的家，可是您

哪里都好，就是爱抽烟。

爸爸，我想对您说，为了我们

家更幸福，请您戒烟吧。每当您

紧锁着眉头坐在大沙发上，边看

工作微信边抽烟时，我恨不得把

自己变成一阵风吹散那烟雾，让

清新的空气回到我们温馨的屋子

里。让妈妈的眉毛和心舒展开来

吧! 爸爸难道您忘了我和弟弟买

戒烟糖给您吃了吗？难道您忘了

妈妈苦口婆心地和您讲那么多的

道理吗？难道您忘了爷爷对您的

劝告吗？

爸爸呀！抽烟真的对人体有

很大的伤害呀！我知道，您是在烦

工作上的事，但抽烟又不能解决问

题。您可以去做做运动，放松下。

我和弟弟也可以陪您打羽毛球。

答应我，真的不要抽烟了，好吗？

爸爸，吸烟真的有很多坏处。

例如：吸烟会导致口臭，会让食欲

下降，不利于健康。还有，爸爸，我

做过实验，烟灰泡出来的水竟然可

以杀死蚜虫啊！我差点没被吓死，

烟的毒性这么强，连蚜虫都杀死

了，爸爸，吸烟不就等于自杀呀!科

学表明一根烟可以使人的寿命减

短5秒钟，12根烟就减短一分钟。

日积月累，那是多可怕的数字啊！

爸爸您可知道，吸烟者患肺癌的危

险性有多大吗？是正常人的13倍

啊，吸烟者发生中风的危险比不吸

烟者高2-3.5倍。

爸爸为了我，为了这个幸福美

满的家庭，请您不要再吸烟了，好

吗？.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五年

5班 施凯琪 指导老师：潘素英）

爸爸我想对您说

清晨，一打开窗，就传来鸟儿

亲切地问候：“早上好，早上好！”窗

外一片花海，蝴蝶在翩翩起舞，蜜

蜂飞来飞去，辛勤地采着花蜜，云

朵在天空中排成了心的形状。

我们吃完早饭，就驾车来到桂

林一个很著名的景点——桃花

园。桃花园里，到处都是桃花，粉

中带红，每个花瓣都像是用胶水精

心粘贴在一起，井然有序，黄色的

花蕊点缀其间。桃花的倩影，倒映

在缓缓的溪流里，躲躲闪闪的，更

显得羞涩迷人。桃花的香味弥漫

在空气里，沁人心脾。间或有几篷

竹子，东一堆、西一堆的，好像桃花

的守护神似的。

我们在九曲回环的石径里慢

慢地走着，我们看着桃花，桃花也

笑吟吟地看着我们。

不远处还有一个小湖，湖水清

澈见底，白色的湖水中带点翠绿，

还有几条不知从何处来的小青鱼，

身体橙中带黄，腮边还有几根须，

尾巴慢慢晃动着。你看，它们多自

由吖！我真想把自己也变成一条

小青鱼，和它们一起，嬉戏在这桃

花掩映的水里。

突然，脚底踩到一颗石子，让我

从幻想中回过神来。这时，我惊奇

地发现，他也正看着桃花，嘴角已经

不受控制地往上扬，眼珠子鼓得圆

溜溜的，仿佛时间已经停止了……

我踮起脚尖，伸出手，在他眼

前晃了晃，猛喊一声：“爸爸！”他身

子一颤，吓了一跳，“我竟不知道桃

花会让人这么陶醉！”爸爸说：“要

是能永远置身于这个地方就好

了。”“毕竟桂林山水甲天下嘛，不

美点不行呀！”我打趣道。

那一回，爸爸陶醉的表情，我

还偷偷拍了一张美照呢！

（石狮中英文实验学校五年4

班 刘斯衔 指导老师：吴宝华）

他陶醉了

五月份，我市网友林先生被

朋友拉进了一个微信群，通过群

内链接购买商品可以返利。原本

看似平常的“普通消费群”，却在

最近“变了味儿”。

“社交电商”模式
“最近群管理员开始鼓励大

家‘发展下线’，有部分人开始响

应。一段时间后，大家在群讨论

的话题变了，对商品的探讨少了，

出现了不少‘拉下线’的声音。”网

友林先生表示，原本用来购物的

微信群变成了“发展下线”群。

林先生质疑，该行为与传销

行为极为相似。“网上对此称之为

‘社交电商’，盈利重点不是实际的

商品或服务，而是通过拉人头发展

下线、收取人头费等获利。比如你

看，群里有这样的一条‘诱导’消

息：分享链接或者邀请用户每天能

赚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林先生

表示，在相关的“社交电商群”里，

管理员推送相关产品链接后，许多

成员并无太多表示，甚至几乎无人

购买商品。随后，群主会鼓励成员

发展下线、拉人进群，让新客户通

过商品链接购买商品，以此获得奖

励。而链接商品大多为生活小用

品，价格相对便宜。

有网友表示，除组建社交群

组外，打开群里商品链接后还会

附有不少专门用来发展下线的社

交电商App，以“多带人多赚钱”

的宣传拉拢用户。

这些App同样吸引部分用

户。

对此，小编下载相关App进

行测试，发现大多数App需要提

供个人手机号或者邀请人手机号

或邀请码才可注册，注册成功后

会弹出宣传页面，宣称每天分享

链接能获取金额。不过，当小编

尝试邀请好友后却发现，此举仅

获得平台的“金币”，想要获得“真

金白银”需要发展更多下线。

与此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我

市网友许女士身上。

2019年，网友许女士加入朋

友在微信上创建的一个“购物消

费群”。一开始，该群仅发布相关

的、实惠的生活用品购买链接，并

配有“给好评，商家还送两元红

包”相关提醒。

“其实挺方便的，群主分享的

不少用品都挺实惠，而且产品质

量相对也行，大家还经常在群上

探讨一些生活必需品。”许女士介

绍，微信“消费群”虽无网络购物

平台种类繁多，但群管理者也经

常根据成品的意见提供大家喜闻

乐见的商品。另外，“送小红包”

的举动也让人感到贴心。

“不过，今年群里却变了味。”

许女士表示，二月份开始，便有部

分新进成员通过分享商品引导成

员购买，并伴有诱人的返利和发

展下线的奖励。出于好奇，许女

士便尝试下载链接里的App，谁

知该平台看似以销售商品实物或

服务为主，实则却是通过发展下

线产生的销售业绩作为上线计酬

或返利依据。“比如，你在这个平

台发展一个‘下线商家’，他所产

生的效益会有10%返还到你身

上，只要‘下线’越多，你所获取的

利润就越大。”对此，许女士表示

“当即便退出了群聊”。

警惕“套路”
不久前，新华网关于“社交电

商”的相关报道引起广大网友警

惕。内容中，国内已有不少消费

者投诉部分陌生群聊、社交电商

App存在虚假宣传和鼓励拉人头

等行为。其中，怂恿会员发展下

一级代理、拉人头充值以及充值

金额大佣金越高等成为了关键

词。对此，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以

涉嫌传销进行查处。

目前我市虽未有相关案例，

但从不少网友的反映来看，“微

信群变味”的现象也有发生。对

此，网友们建议：要加强防范意

识，不要轻信相关微信群或者平

台宣传的高额收益承诺，对拉人

头、收益与下线挂钩等情况，更

要提高警惕，防止落入传销陷

阱。

（记者 王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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