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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校阅读行动联盟，一个学术性的高品质交流平台，因你的加入而精彩。

期待有你！

早自习，我在学校西楼艺术
办公室备课，11 班班主任樊老师
急匆匆地走进来对我说 ：“赵老
师，我们班好几个圆凳都让学生
给损坏了，不能坐了 ，都影响上
课了，学生们都喜欢上您的美术课，特别崇拜您，您帮
我管管吧。 ”然后转身急匆匆上课去了。

第二天，我上他们班的美术课，一推门，就有个破
凳子倒在我面前。 灵感不期而至———来一次特殊的“期
末美术考试”，以引起同学们的重视。 我提起破凳子，高
高举起，全班学生鸦雀无声，所有的视线都盯着我举起
的凳子。 我把破凳子放在讲台上， 转身在黑板上书写
“美术期末考试题———写生《残缺的圆凳》”。 学生们的
紧张感扑面而来，我说：“同学们，断臂维纳斯美不美？ ”
大家高声回答：“美！ ”这时，我举起残缺的圆凳，“同学
们，这个断腿的圆凳美不美？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
“不美！ ”“同学们，你们家里的凳子能坐成这样吗？ ”同
学们大笑，“不可能。 ”“那怎么办？ ”王力（化名）着急地
跑上来，从地上捡起残缺圆凳的另一部分残凳面，用胶
带纸把它粘起来，“赵老师，粘好了！ ”“能不能坐？ ”啪！
又断裂开了。这时，班长站起来说：“谁弄坏的？ ”学生你
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承认。 我转身边在黑板上继
续写考试要求，边说：“今天写生，考试要求：

一、准确如实地用线表现圆凳，线条要求肯定、果
断、流畅，用中性笔完成。

二、画完后，写一段 100 字以内对残缺圆凳现象的
感受。

三、下课交卷。
教室里安静下来。 我巡视着，学生们很快地手绘出

残缺的圆凳。 有的学生在感受中
这样写道：“亲爱的圆凳，你好可
怜啊，此时此刻你很疼 ，虽然现
在我们在做手术， 那也晚了，但
是我们现在知道应该更好地保

护你、爱护你，你才能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还有人写
道：“维纳斯是断臂美，你是残缺的不美。 我想看看有没
有万能胶把你粘住，补救一下。 ”这时班长跑到讲台上
激动地说：“赵老师，我们全班每个人出点钱，赔偿几个
凳子。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好！ ”大家抬头看着我，
我没有表态，我只是微笑地暗示他们赶快画、赶快写。

铃声响了，学生们安静、有序地交上了卷子，似乎
在反思，经过破凳子时还要摸一摸、看一看。 我想：学生
还小，应该允许他们犯错误，关键在于教师如何引导他
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此时是谁损坏了圆凳已经显得
不是很重要了， 我从每一个学生的眼神中感到他们突
然长大了，懂事了，看来一个特殊的“美术期末考试”起
作用了。

第二天早晨，我刚走出办公室，看到一个家长领着
学生，拿着一个蓝色的凳子送进了教室。 我也跟着走进
11 班教室。 樊老师站在讲台上，看到我进来了，便走过
来悄悄地说：“学生拿来好几个凳子。 ”我为学生们有损
坏公物要赔偿的意识而感到高兴。

课后， 我把倒在地上的几个残破的圆凳让几个学
生送到我办公室，学生们惊奇地问：“赵老师，您要这几
个破凳子有什么用？ ”我自豪地说：“我要收藏这几个破
凳子，这是我上美术课最好的教具。 ”学生们望着我说：
“哇！ 赵老师真牛！ ”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太原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三本书
老师：你这次考试不及格，所以我要送你三

本书。 先看第一本《口才》，尽量说服你爸爸不要
打你。 如果说服不了，赶紧看第二本《短跑》。 如
果没跑掉，就只能看第三本了。

学生：什么书？
老师：《外科医生》。

以色列的气候
地理老师： 谁要是再写以色列是海洋性气

候，我就把他丢到以色列，让他尝尝在沙漠里的
海洋性气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好，现在有没有想
去体验一下的？

我们全体低头，在心里狂背：以色列是沙漠
气候，沙漠气候，沙漠气候！！！ 以至于那段时间，
同学之间打招呼全是：

———以色列的气候？
———沙漠。
答错的拉出去斩了！

教育幽默教育幽默

Of fice

再度抵达徽州，依然是在叶子红黄如诉的深秋。
徽州内敛的美，在于它别具一格的建筑，以及这些

建筑背后蕴藏的故事； 徽州外在的美， 在于建筑与田
野、植被、人群构成的或矛盾或谐和的对应关系，以及
这些对应关系诱发的人文意义。

徽州的冬夏，其实与江南其他地方并无多大差异。
它美在春秋两季。春天里被油菜花波浪拍打的老屋，愈
显黯旧，就像一群天真烂漫的少男少女，无休止地在一

位垂暮的老人面前戏闹，让老人无所适从。 这样的美，
有些对立，有些沉郁，有些让人莫名地痛。

而秋天徽州的美，则显得和美一些、协调一些。那
些枝头的叶子 ，在经历了春夏生命的勃发之后 ，走向
零落已经变得自然而然 ；那些庄稼 ，在历经雨水的抚
育之后 ，走向成熟亦是自然 。 此时 ，那些有了些许年
头、飞檐灰瓦的徽居，与田野山间的植物，构成了一种
在生命意义上相近、相谐、相统一的对应关系，仿佛江

南丝竹里笛子与二胡的那种默契。
秋叶的色彩也很艳丽 ， 全然没有春花的张扬和

恣意 。 枝头上的叶子 ，装点着徽居的屋角 ，像是叙说
着徽州悠远的旧梦 ；散落在地上的叶子 ，无论是被风
追着飞跑的 ，还是静静栖落墙根的 ，都与徽居村落里
的人们一样，平淡地面对季节的变幻、世事的变迁。

于是，秋天的徽州，给我们一种平静的绚丽、无争
的从容。

又一次来到了大学校园， 又一次走进了大学课
堂，却因为自己的身份彷徨了好久。 “新疆进修教师”
到底是老师还是学生呢？ 直到上课的老师走进课堂，
才慢慢发觉，自己到这里是来学习的，是学生。 但到
底学什么，怎么学？ 自己并没有规划，只好“既来之，
则安之”，先听听课再说吧。

不简单的老头儿

上课的是一位老头儿 ，自我介绍说姓马 。 马老
师看上去 50 多岁吧 ， 教的是 “信息技术在教学中
的应用 ”。 马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普通老头
儿 ，一位中学特级教师而已 。 可上了半节课不到 ，
我发觉自己看走了眼 。 马老师只是一名普通的中
学物理教师 ，但他却能把 Office 软件的各种功效发
挥到极致 ， 能到全国各地给各个学科的老师上信
息技术课 。

有点疯的老头儿

马老师一句玩笑话，“我对几乎任何东西都会产
生兴趣，甚至街头两个人骂架，我都想去瞧个究竟，或
者一个广告牌，我都可能在前面站上半个小时”，着实
让我琢磨了半天。 人们都会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然而实际上把兴趣落到实践中的人却并不多。

“我的电脑就放在床头柜上，有时候做梦醒来，赶
紧就把一些新思维记录整理出来。”我们大家都笑了，
甚至把这理解为这是一种疯癫， 亦或一种痴狂的表
现， 牛顿当初还把怀表在锅里煮了半个多小时呢，成
大事者不拘小节而已。

爱标“新”的老头儿

本来以他这个年纪，早已到了闲云野鹤、尽待退休
的年龄了。 很多老师都开始琢磨怎么回家看孙子去了，

可马老师对待工作的热情比小伙子还要足。比如马老师
对于 ＰＰＴ 的研究近乎极致， 很多功能的开发我估计连
发明 PPT 的人都不一定能用成这样， 而且马老师一直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只要知
道单位的人需要他帮忙， 他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
手。 为什么呢？ 别人躲还唯恐不及呢，我想，任何一项新
的任务，都可当成一种挑战，而不是看成一种负担，把工
作当成乐趣，怎么还会称之为“负担”吗？

人老心却经常“翻新”，他的新思路总是层出不穷，发
明了诸如对称显半、变形、遮盖、转动对称、极变、拆分、互
动、半透明等十几种思维方式，着实让人惊叹，惊叹他善
于思考、善于总结的态度，惊叹他善于创新的思维方式，
这恰恰是我们所最缺乏的勇气和毅力，我也渐渐感觉，创
新式学习，不能光喊口号，更不能光让学生自己去创新，
老师比学生更需要这种创新的态度、勇气和毅力……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新疆骨干教师培训班学员）

爱读 睿智 行动

2012年度爱读人物·学校评选启动
关键词：爱读·睿智·行动
评选对象：热爱阅读的学校、校长和教师。
评选流程：
2012 年 9 月~11 月，评选报名阶段，通过自荐和他荐等渠道，学校、校长、教师提交报名材料；
2012 年 11 月~12 月，入围学校、人物产生和网络投票阶段，由中国教师报进行首轮评审推出入围学校和人物，相关网站设立投票平台，由网友对入围学校、人
物进行投票；
2013 年 1 月，评审阶段，由中国教师报组织相关专家对入围人物和学校进行专业评审，结合网络投票结果产生最终结果。
奖项设置：年度爱读教师、年度爱读校长、年度爱读学校。
咨询热线：010-82296726 82296735
电子邮箱：jsshzk@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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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课程助
务工子弟全面成长

“真爱梦想”行动④

两所学校 “学生手拉手体验式学
习项目”活动虽暂告一段落，但其产生
的影响却像池塘的涟漪一样， 不断地
向更宽广的范围放大着。 在这次活动
中， 如果说西山学校师生们的 “被改
变”，重在隐形的情感、价值观的话，那
么 ，将军墓中学师生们的 “被改变 ”则
重在显性的教学理念和方式上。 我最
近到将军墓中学调研时， 发现师生的
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课堂气氛
活跃了很多。 我随机听了一节初二年
级的历史课， 授课的刘艳琴老师虽然
依旧带着山区女教师的质朴， 但精神
面貌却焕然一新。 我惊奇地发现，她的
课堂竟然有了小组讨论， 有了学生展

示， 有了学生们关于网络利弊的正反
方激烈辩论， 还出现了教师回答不出
学生提出的问题， 让学生课下上网查
找的少有现象。

这次活动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两
所学校内部，而且还波及到学生的家庭
乃至社会。 据张修风校长预测，在这个
暑期里，肯定会有不少北京的家长带着
孩子重返将军墓，和这里的“小伙伴”们
一起度过快乐时光。

在此，我可断定这种交流将不可避
免地会延伸至旅游、文化、经济等方方
面面，给相对封闭的太行山区带来意想
不到的开放效果。

而北京西山学校也将把这个项目
做大做深。 据舒大军校长介绍， 他们
准备把今年新招的初一学生全部分期

分批拉到将军墓中学搞军训， 让这些
学生提前体验将军墓中学的 “不一
样 ”。 另外 ，他们还着手制定了 《发现
乡土中国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亲子
共学活动方案 》。 这个方案的立意就
是要 “家长、 志愿者老师与孩子们深
入乡村 ， 调查研究当地自然资源 、人
文传统 ，深入了解乡土中国的基本要
素 ， 理解中国农耕文明的深层内涵 ，
批判性地继承中国文化传统 ”。 并且
以课题研究的形式呈现出来。 还分解
了许多子课题供家长、 志愿者老师与
孩子选择。 如：历史小组：发现身边的
历史———乡村往事；生物小组———XX
村生物资源调查 ；地理小组 ：XX 村地
质水文调查；建筑小组 ：XX 村民居调
查；经济小组：XX 村商业（或农业 、工

业、手工业、交通、通讯）调查等。 为了
增加操作性， 他们还从 “课题目标”、
“课题资源 ”、“课题负责人 ”、“实施步
骤”等方面做了详尽安排。

5 月 25 日那一天，我有幸走进北京
人大附中西山学校，在舒大军校长和王
劲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校园，考察了
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

此时此刻，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农村
基础教育的工作者，感动我的不仅仅是
西山学校完美的教学设施、现代化的教
学手段以及超前的的教学理念，还有一
个切身的体会，那就是———“静”，即：他
们是在“安安静静地办学”。 我多么期望
我们的学校都能做到这一点啊！ 尽管这
个目标很低，却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几十
年来所孜孜追求的。

“感”而后“动”
在雨中

□ 刘伟男

2011 年 10 月，陪同事参加全国数学教
学大赛，我第一次来到西安。 2012 年 7 月，
陪母亲外出游玩， 第二次来到西安。 如果
说， 羊肉泡馍的香味把我再一次馋回西安
的话 ，那么 ，带着十足秦腔味儿的西安人 ，
把我的心留在了西安！

公交车上的同行人

在机场乘坐巴士可直接到达西安市
区，车停在终点站小寨东路，这里到我们下
榻的宾馆还有些距离， 我和母亲准备乘坐
公交汽车前往。

车来了，跟着人流上了车，上车后才知
道 ，西安的公交车都是投币的 ，一人一元 ，
不找零。 我和母亲赶紧翻看钱包，最小面值
5 元，这可怎么办？车厢里人不多，中间有两
个吃着冰棍的年轻女子 ， 我走过去问道 ：
“您好，帮我们换一下零钱好吗？ ”两名女子
点了点头，开始掏兜翻包，不巧的是她们也
没有零钱了。 正在这时，从身后冒出了一个
声音：“你们几个人啊？ ”我转过身看见一个
大约三四十岁模样的女士，我微笑着说道：
“2 个人”，“就俩人啊， 我帮你们交了！ ”话
音刚落 ， 这女士便快速地走到投币桶前 ，
“吧嗒”、“吧嗒”两声，两个一元硬币应声落
入桶中。

我有些惊讶， 一是没想到她会帮我们
付了车费，二是既然她身上有零钱，为何不
选择帮我们换钱呢？ 我急忙地叫住她还想
说些什么，“喂……”

车门开了， 女士回头一笑说道：“我到
站了，再见！ ”

“喂……谢谢！ ”

出租车上的领路人

到西安的第三天， 我和母亲准备去参
观闻名遐迩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一大
早到了公交汽车站才发现， 汽车首发时间
还差得远呢，我们只好打车去火车站。

司机师傅的话语中带着十足的秦腔味
儿，一听便知是本地人，一路上聊着唐宋元
明清的各大宫殿， 谈着回民街的各种特色
小吃，一眨眼的工夫就到火车站了。

火车站向来是人多车多的地方， 车辆
行驶缓慢、拥堵不堪自然是常事，我和母亲
坐在车中已看到 “火车站 ”的大牌子 ，心想
走过去便是了，于是说道：“司机师傅，到了
吧，我们可以下车了吗？ ”

“等会儿吧，我往前开开你们再下车！ ”
司机师傅的话语中带着一股不容商榷的味
道，那样的肯定与坚持不容我们去争论。 车
又堵了一会 ，坐在后面 ，任凭时间流逝 ，车
上的计价器“嗒、嗒、嗒”地记录着等候的时
间，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下车啊？

司机师傅似乎也看到了这情形， 把表
一抬，回身说道：“下车以后，沿着这条路一
直走……进了城墙， 火车站右手边才是正
规的公交专线啊！ ”付了车费，谢过司机，我
和母亲下了车。 关上车门的一刹那，司机师
傅好似还不放心，又摇开车窗大声地说道：
“路上有人问，可千万不要理啊！ ”

这份感动温暖在心里，洋溢在眼角。 要
离开西安乘坐动车回京了， 要和这十三朝
古都告别还真有点恋恋不舍， 不知是否是
西安也不舍得我走了， 上了公交车， 一摸
兜，又没准备零钱！

我有些面带难色地走到司机身旁 ，小
声地说道：“司机师傅， 我们忘记准备零钱
了……” 那再熟悉不过的秦腔再次传入耳
中：“哎呀，没事！ 有就给，没有就不给啦！ ”

没有冷言恶语相击，没有白眼，没有不
满 ，让你觉得那样的亲切 ，像是朋友 ，更像
是亲人。

“感”而后“动”在雨中

我们总说， 教育孩子关键是要在他们
的心田种下一颗颗的种子。 种下善良的种
子， 收获孩子良好的德行； 种下好奇的种
子， 收获孩子的奇思妙想； 种下兴趣的种
子，收获孩子无限的创造力。

西安之行， 也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种
子，让我把这份爱、这份感动传递给更多的
人！

感动，“感”而后 “动 ”，“感 ”贵在 “动 ”。
如果您也曾经接受过某种帮助，心生感动，
别留在心里，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也感受
到这份感动！

7 月 21 日， 北京特大暴雨。 我叫上朋
友，开着车奔波于各个地铁出口，搭上困在
雨中的人，送他们回家。

一个晚上，听到了许多声感谢，感谢之
后我总会说句：“没事， 以后要是您遇到有
人需要帮助，也出手相助就行了！ ”

凌晨 2 点到了家， 我拖着疲惫不堪的
身子，心中却是满满的幸福。 我发现，原来
助人为乐的真谛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

赵新芳教育生活禅（65）

山与山的呼唤（十二）

语丝
人之所以悲哀， 是因为我们留不

住岁月 ，更无法不承认 ，青春有一日
是要这么自然地消失过去的。 而人
之可贵，也在于我们因着时光环境的
改变，在生活上得到长进。

———三毛

每次转变， 总会迎来很多不解的
目光， 有时甚至是横眉冷对千夫指。
但对顺境逆境都心存感恩，使自己用
一颗柔软的心包容世界。 柔软的心最
有力量。

———林清玄

何必要对别人的语言那么追随 ，
人要学会展现自己的闪光点，这样才
会有意义，人生才精彩。 若总是以别
人的高度来衡量自己，那你也只会生
活在别人的阴影下。

———韩 寒

语丝

画钟馗
钟馗是佛教人物中最为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人物，人们视其为弘扬正气、驱邪纳福
的象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赐福镇宅圣
君”。 古书记载他系唐初长安终南山人，生
得豹头环眼，铁面虬鬓，相貌奇异；然而却
是个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的人物，平素正气
浩然，刚直不阿，钟馗在民间的影响力已经
发展成为一种文化。

此作品把钟馗文野并重、威严而儒雅，
刚烈又慈祥的形象刻画得形神兼备， 气韵
生动。

侯同印 ， 河北省南和县岗头联合学校校
长 ， 中 国 教 师 书 画 院 会
员 ， 翟润书书画院特聘画
家 ， 擅长绘画人物和动物
国画 ， 作品多次被 国 家 、
省 市 报 刊 及 书 画 网 站 刊
登 。

每年，都有大批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随父母涌入深圳。 由于来自不
同地区，这些孩子的学习基础普遍
偏低，自身综合能力也与城市孩子
相去甚远。 加之父母多忙于工作，
很少花时间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
这些孩子业余时间多消磨在住宅
周边的网吧里 ，学习成绩差 ，生活
习惯差， 甚至沾染社会不良习性。
如何让这些孩子身心健康全面发
展，是许多外来务工子弟学校教师
面临的难题。

深圳市尚文学校的王志坚老
师就来自这样一所以外来务工子
弟为主的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 一
次偶然机会，在深圳市大浪街道办
的推荐下，王志坚了解到真爱梦想
公益基金会的 “梦想 30 课程”，发
现这套素质教育课程包含的“全人
教育 ” 正是外来务工子弟所需要
的，于是 ，他代表学校向真爱梦想
基金会申请了“梦想中心”。

从教导孩子发现爱、表达爱的
绘本课 ，到鼓励创新 、提倡动手实
践的理财课，再到引导孩子学会调
节心绪 、保持良好心态的 “情绪智
能课”，这些充满乐趣、寓教于乐的
梦想课程，让平日里淘气捣乱的孩
子变得主动学习了； 让胆小羞涩、
不善于言谈的孩子变得勇于表达
自我了；教师们也从中发现了孩子
身上所具备的独特想象力和创新
力。 启发孩子进行基于兴趣的自主
学习 ， 是梦想课程提倡的教育理
念，也是尚文学校孩子爱上学习的
真实写照。

梦想课程新颖的教学模式和
理念，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了
一个认识自我、 发展自我的平台。
通过与他人的合作交流，孩子学到
了很多在课本中学不到的知识。 这
种跨学科的课程，为提升他们的综
合素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现在，王志坚已经是众多梦想
课程开课教师中的佼佼者，他经常
会通过博客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
在他的心中，学生就是自己的希望
和未来，他表示会持续开展梦想课
程，帮助更多外来务工子弟健康成
长。 （赵 洁）

（同样备受社会关注的留守儿
童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内心极度
缺少爱，更不会表达爱。 在四川省
资中县就有一位 50 多岁的女教师
一直默默守护着身边的留守儿童，
用“梦想课程”帮助孩子认识爱、体
会爱、表达爱、付出爱。 下期就让我
们走进她的故事———留守孩子的
特殊母亲。 ）

提起 Office 这个软件 ， 恐怕没有几个人不知道
的 ，并且很多人自认为是 Office 应用的高手 ，因为大
家天天都在使用 PowerPoint、Excel、Word 等软件。 不
过绝大多数人使用的只是常规方法 。 即便是整天与
Office 打交道的一线教师， 也很少有人去深入研究这
些问题，因此，目前全国很少有把计算机技术应用于
教学实际的系统研究。 我是一个有 30 多年教龄的物
理特级教师，集 30 多年的教学实战案例，经过 4 年的
精心研究，独立完成计算机实用丛书 ，对这些问题进
行了系统研究，让一线教师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PowerPoint2003 在教学中的深度应用 》一书 ，在
绘图和动画中，介绍了大量的创新思维方式。 极变思
维、叠加遮盖思维、转动对称思维、组合拆分思维 、对
称显半思维、 分层叠放思维等众多创新思维方式，恐
怕微软的设计者也未必想到这些技术能这样应用。 有
了这些创新的思维方式，教师可以根据不同学科的教
学实际，做出任何自己想要的图画和动画。 如任何一
种复杂的试管、常见的教学用电路图 ，都能够在一分

钟内画出来。 用上海市育才中学徐成华老师的话说：
“听了你的报告，收获很大，未曾想到我们天天使用的
Office 在你的手下会变得如此的神奇。 ”《Word 2003
在教学中的深度应用》一书中，介绍的教学案例会让
教师的教学工作轻松高效。 如给全班每个学生家长发
放的通知书，只需要设置一页文档 ，便可以一次性地
全部打印出来，如果愿意，点击一键，立即可以给每个
家长发送一封只有自己孩子的成绩和评语的家长通
知书。 利用 Word 和 Excel 的巧妙结合，可以方便地将
中英文混合文档中的中文和英文区分开来。 可以在一
分钟内做好别人半天也不一定能做好的事情。 如一长
篇书稿中有数百幅图片，图片的下方有如“图 2—5”、
“图 3—8”等标注的文本框，当书稿进行多次修改后，
这些标注需要全部重排，用手工需半天也不一定能做
好的事情， 在这里可以按下 F9 键， 一键全部重新排
序。 书中介绍的技巧和方法可以数十倍地提高教师的
工作效率。 《Excel 2003 在教学中的深度应用》一书，
可以让教师一键查询学生三年来的各科考试成绩以

及任课教师所教学生的所有考试成绩。 在 Excel 中进
行数据的复制后， 可以立即在 Word 中的家长通知书
中显示出来，利用 Word 和 Excel 的巧妙结合，可以制
成大量的班主任及任课教师的工作文档，会让班主任
工作变得轻巧高效，让任课教师的教学管理工作变得
科学有序。

最后还需要提醒一下的是 ，《常用信息化软件在
教学中的深度应用》一书，介绍了教学中使用的图片、
声音和视频文件进行编辑和整理的方法，根据书中介
绍的方法，可以让教师下载在电脑中看到的一切网络
视频文件，并能够对文件进行编辑和整理 ，能够复制
所有不能复制的网页内容 。 能够让教师轻松提取出
PDF 文件中的文字，甚至你用手机拍摄的文字 ，也可
以让它变成 Word 文档。

这套丛书在陆续编写的过程中，在全国进行了上
百场的培训，受益教师数万人。 所有被培训过教师，都
由衷地发出感叹———原来 Office 还可以这样来用，真
是太神奇了！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七宝中学）

�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使用电脑，
但我从来也没有深入思考过， 在工作中怎样使用一系
列办公软件。

直到某天， 上海七宝中学的马九克老师来我市进
行电脑技术培训。在报告会上，马老师介绍了 Office 系
列软件的功能及在教学中的深度应用， 使与会者耳目
一新。

和市面上的电脑书不同， 马老师的书旨在解决教
师在软件应用中遇到的困难。比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PowerPoint2003 在教学中的深度应用》这本书。 它不
完全是讲 PowerPoint2003 这个软件， 而是着重解读教

师在制作教学课件时该如何使用它。 马老师的讲解思
维独到，从最简单的逻辑着眼，力求简洁明了，他以常
见的教学课件为例，告诉读者直截了当的几个步骤，让
教师在跟着操作的过程中， 体会到课件制作的简单高
效。这种摒弃高深的理论求证、追求一看就懂的直接实
用，为教师解决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他还把 Office 软件应用与班级管理紧密结合 ，
使班级管理公开透明 。 在 《Excel2003 在教学中的深
度应用 》一书中 ，马老师用 Excel 软件开发出班级管
理系统， 使教师能通过此表格系统把自己的班级管
理工作进行量化评价， 还可以使家长和学生本人都

能从量化考核中得到激励和约束。 有了这样的班级
管理系统，学生的管理就从他律变成自律，解放了班
主任和任课教师。 最可敬的是，这并不是复杂程序开
发出来的高深软件 ，只要掌握了 Excel 的用法 ，每位
教师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带班情况， 做出适合自
己用的软件。

现在，人人都在使用电脑，但如何真正把它用好用
活？恐怕谁也没有往深处想。马老师这种创新精神让我
很震撼。 马老师启示我们：没有好的人生态度，就不会
有正确的人生思考。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平顶山市第十六中学）

Office———你会这样用吗
□ 马九克

PowerPoint、Excel、Word，这些我们天天都在使用的软件，还有什么你想象不到的强大的功能？如何点击
一键，立即可以给每个家长发送一封只有自己孩子的成绩和评语的“家长通知书”？ 如何一键查询学生三年
来的各科考试成绩，以及任课教师所教学生的所有考试成绩？ 如何妙用软件技术进行高效的教学管理？

上海市七宝中学马九克老师的“计算机实用丛书”，能让这些看似复杂的问题，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成
倍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徽州秋韵

□ 罗 宾

教育技术的精彩应用
———学习马九克老师著作有感

□ 于恩广

爱标新立异的老头儿
□ 焦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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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尊享
1. 学校读书沙龙内容优先刊发。
2. 教师读书心得优先刊发。
3. 阅读活动开展有特色的学校，记者将深入采访，全面报道。
4. 优先享受教师专业写作公益辅导。
5. 可成为中国教师报战略合作伙伴，享受本报提供的学校定制化服务。

◆报名条件
1. 校 长 有 引 领

教 师 读 书 的 强 烈 意
愿。

2. 师 生 阅 读 活
动开展有一定基础。

温情走笔温情走笔驴友坊驴友坊

灵机一动灵机一动

残缺的圆凳
□ 赵紫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