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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留法学生：胡启元

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

为了减轻日本主妇们的负担，

日本政府特别推出一项福利

措施———为每一名需要托管

的婴儿提供日均 2260 日元的

补贴。在 4月 27 日到 5 月 6

日“10连休”期间，有托管需求

的家庭，都可以将适龄子女送

到政府指定的托管机构中，这

些指定托管机构的信息，可以

在各都道府县政府的网站上

查询。该项政策也同样适用于

在日的华侨华人。

以往，日本政府以年为

单位，根据使用托管机构的

适龄儿童的人次数量，将发

放给托管机构的补贴分为 8

个等级，每个数量等级内可

领取的托管补贴各不相同。

这一次，不分人次，不分等

级，日本政府将为每一名进

入托管机构的婴儿支付补

助，并且当日支付。

而对于托管机构来说，

优厚的政府补贴足以支撑保

育员的假期薪资，因此，有能

力接纳更多适龄儿童。此外，

“10 连休”期间，幼儿园的托

管补贴仍为每天 800 日元，

与平时的休息日补贴一样。

报道称，最值得关注的

是，这样的补贴政策同样适

用于在日的华侨华人。因此，

对于那些夫妻双方都参与到

工作中的华侨华人家庭来

说，“10 连休”是一次难得的

放松机会。

（日本《新华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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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想象会遇到的直播
法国当地时间 4 月 15 日傍

晚时分，我刚从超市购物回家。

一天的课程已经结束，同学们都

开始轻松下来，准备晚饭。这时

突然有消息传来：“巴黎圣母院

着火了！”几乎是一瞬间，巴黎圣

母院燃烧的照片就在社交网络

上“霸屏”。当我点进数万人都在

观看的电视台现场网络直播时，

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评论也一

下子涌进来，“哭泣”“悲伤”的表

情扑面而来……

“对于世界文化遗产来说，这

是伤心的历史性一刻。”随着不断

更新着的火情进展，有人这样评

价。与此同时，我在法国、意大利甚

至南美洲的朋友，都在个人主页上

表达着震惊和痛惜，大家纷纷慨

叹：有着 800 多年历史的巴黎圣母

院被火焰包围了。

我是个在法国巴黎求学的中国

学子。这样的新闻直播，从不愿亲身

遇见，我觉得心也要被烧碎了。我和

周围的法国人一样悲伤难过。在当

时的直播画面中，现场火焰蹿得非

常高，这让人不由得担心起最坏的

结果。巴黎昼夜温差很大，我注意到

现场的许多人，匆忙中没有穿上厚

衣服；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离开，而是

聚在一起唱起了祈祷歌。

火情是从下午 6点多开始的，

到了晚上 9点，圣母院还在大火中

挣扎。直到深夜，火情才逐渐被控

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自己的社交

账号上开通了直播，并且发表了电

视演讲，直播的背景还是熟悉的圣

母院主楼，他表示：“我们来重建巴

黎圣母院。”

和许多人一样，我也一直陪伴

到凌晨。

燃烧后的现场挤满了人
4 月 16 日的傍晚，我从学校

赶去现场。

在地铁站台上，巴黎圣母院站

的站牌指示灯已经不再亮起，变成

了暗淡的灰色。这意味着该站的几

个地铁出入口都已经关闭。我多坐

一站，在卢森堡公园下车，再穿过

先贤祠。一路上都能看到一些背着

相机的人，有的是游客，有的看起

来是来自附近的居民。与平常的气

氛完全不同，大家面色都很凝重。

还未到巴黎圣母院的路口，就

看到许多记者架着摄影机采访，四

周还有安保人员巡逻。走近一点，

只见整个教堂四周的路都被警戒

线封锁起来。

虽然已经过去了 24 小时，虽

然夜晚就要来临，但现场民众还是

络绎不绝。他们站在警戒线外看着

塞纳河对岸的古迹，在河边站成了

一道“人墙”。大家纷纷举起手机或

相机，记录下火后的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是这座城市和这

个国家的标志性建筑，蜚声全球。

1991 年，它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到巴黎读书后，我曾数度在

此驻足游览。站在圣母院塔楼上，

放眼塞纳河两岸，欣赏这里旖旎的

风光，品味千年的繁华。抬头凝望

高耸的塔尖，仿佛要被它引向另一

个飘渺的世界。

而今，塞纳河风景依旧，而圣

母院已是面目全非。我看到许多背

着巨大旅行包的游客，他们可能本

就计划今天来游览巴黎圣母院，怎

料到如此变故———许多珍贵的遗

存就此消失了；可能在很长时间

内，人们都没有机会进去参观了。

他们坐在石凳上，无言遥望，久未

离去。

我听到有人在桥下拉起小提

琴，一位少女面向圣母院演奏，琴

弦上流出哀伤的旋律。我们目光相

遇，她朝我点点头，又耸耸肩示意

共有的遗憾与哀伤。巴黎圣母院并

不只是属于法国，此时我们的心情

是同样的。

许多人都想参与下一步重建
在巴黎圣母院门前广场，有个

零点标志，环绕这个标志的四块大

青石上面刻着：“DE FRANCE

DES ROUTES”，中文的意思是

“法国道路起点”，这是法国丈量全

国各地里程时所使用的起测点。巴

黎圣母院对于法国人来说，是城中

心的中心，它也是天主教巴黎总教

区的主教座堂。

在 1889 年的埃菲尔铁塔建成

之前，圣母院就是法国最重要的象

征之一。圣母院所在的西岱岛上，聚

集了法国的最高法院、巴黎上诉法

院等机构。无论从建筑、宗教、文化、

政治和精神意义上讲，圣母院都在

法国历史文化中占据着重要一席。

4 月 16 日上午，我刚到学校

没多久，校长就在群里发了一封长

邮件，鼓励全体师生通过专业培训

以及对文化遗产的研究，积极加入

这项“全国性挑战”的重建工作中

去。全法国的高校也以类似的方式

动员专家、学者、研究人员以及学

生们，加入重建的队伍。

法国时值多事之秋。黄马甲的

运动尚未结束，卢浮宫和凯旋门前

的骚乱还犹在昨日，巴黎圣母院又

遭受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但我感

到，人们在沮丧中仍然保持希望，

恰如我常在巴黎街角、超市里听到

的那句话：C'est la vie（这就是生

活）。（选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

道，近日，美国加州亚凯迪

亚高中的毕业生谭 铧

(Kevin Tan)，被哈佛大学录

取。谭 铧来自新移民家

庭，并且是家中第一代大

学生。他是高中多个学术

俱乐部领导，也是学区初

中的学术辅导员，热爱生

物化学，探索拯救生命的

新途径，他认为能迈入哈

佛大门，是一系列努力的

综合成果。

2019 年哈佛大学的录

取率仅 4.5%，创历史新低，

谭 铧是如何突破瓶颈、

闯入名校大门呢？

刚开始他对于大学申

请过程并不熟悉，除了

SAT、SAT II、ACT 和 AP

考分外，还要求推荐信、

入学论文、GPA 成绩单

等，全套程序复杂让他感

到混乱。稍后发现，保留更

新的个人简历对于填写

“Common App”(通用申请

表)很有帮助。他申请了多

所私立大学，保留了申请

程序的所有部分。虽然这

个过程起初很费劲，但后

来很管用。

谭 铧在学校领导了

几个学生俱乐部，包括生

物奥林匹克、化学俱乐部

和青年狮子会 (LEO Club)

等。此外，他也是科学奥林

匹克、科学碗、学术十项全

能和宪法知识竞赛队的成

员。他说自己有广泛的学

术兴趣，非常热衷课外活

动，开辟了一条施展个性

的途径，驱动自己奔向学

术目标。

谭 铧也是一位热心

的义工，担任亚凯迪亚学区

Dana 初中科学奥林匹克队

的校友教练，指导几个班级

的学弟学妹。他说，回到初

中母校担任教练是一次非

凡的经历，激励更年轻的同

学们热爱科学。另方面，他也

是“同伴辅导和外展”(Peer

Tutoring＆Outreach)组织的

长期志工，为初中和高中水

平的同学们提供免费辅导。

他说，小区服务是为了改

善同龄人的素质，帮助落

实亚凯迪亚对优质教育的

承诺，同时也写下自己成长

的纪录。

谭 铧进一步指出，

虽然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校

园俱乐部和学术团队充实

个人简历，但是，策划和参

加课外活动需要有一定程

度的奉献，耗费很多时间。

但作为活动领导者所学到

的经验教训和培养的领导

才干，帮助他走到了今天，

并且塑造了“今天的我”。

谭 铧从小就有自己的

职业理想，希望在 STEM(科

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

工 程 Engineering， 数 学

Mathematics)领域发展。他很

喜欢实验室工作，探索以前从

未有过的想法。高中时期他

对生物化学产生浓厚兴

趣，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优

势。更具体地说，他对分子

生物学更感兴趣。因为对

他来说，细胞内部的运作

令人着迷，复杂的蛋白质、

酶和化学物质系统还有很

多未知数和盲区，探索新

发现可能会带来拯救生命

的新希望。因此，他想成为

一名学术研究人员，突破

目前已知的界限，为将来

的创新打造一块启动板。

谭 铧总结说，他幸

运地在杰出的导师们指导

下走完了高中阶段的学术

旅程，并非常荣幸地被哈

佛大学发现了他们需要

的人才，一个新的学术

世界和社交机会已经对

他开放，他未来的学术追

求将得到哈佛校园支持，

将继续保持现有的激情向

前迈进。

（美国《世界日报》）

据《中希时报》消息，当

地时间 4 月 6 日，雅典科学

节上迎来一批就读于雅典的

中国中学生。他们向参观者

们展示了自己计划发射到太

空的实验模型。

本次雅典科学节囊括了

物理、化学、生物在内的众多

科学项目。参观人群也包括

了小学到大学的学生、学校

的教师们，以及科学热爱者。

科学节上，已经在希腊

学习了 3年时间的齐乐介绍

道，自己是第一次参加这种

类似于集会的科学节。通过

参与该科学节，让她有机会

与更多懂得、热爱科学的人

们进行沟通交流。借助参观

其它展位的同时，她得到了

很好的机会学习更多的科学

知识。整个活动意义非凡。

来希腊近五年的翁驰骋

也是第一次参加雅典科学

节，他说到：“我是代表我们

学校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主

要负责向参观者解释我们这

个即将发射到太空的实验，

我们也将研究微重力对蜂蜜

粘滞性的影响。通过参加这

个活动，我见识到了许多具

有创新性的科学想法，极大

地开拓了我的眼界，让我感

受到了科技在飞速发展。另

外，我还注意到大多数的实

验都是由学生来进行展示

的，表明了希腊对学生教育

的重视度是非常高的。”

（《中希时报》）

出国留学
中国学生

首次亮相 科学节
□宋睿驰 吴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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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保育金

助力“十连休”
华侨华人亦可享受

龙游四海

1991 年，巴黎圣母院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巴黎塞纳河

河畔(Paris，Banks of the Seine)”的重要组成部分。“

校园生活

分享学习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