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眸，浅望，秋意渐浓，⽓温也逐渐变得寒凉。今年的秋天似乎是突然⽽来的，随着
⼏场秋⾬过后，空⽓⾥便添了⼏分寒意。岁⽉的流失，时光的交错，不经意间⼀年⼜将过
去，季节的演绎，终是我们⽆法所左右，但我们可以左右⾃⼰的⽅向，守着⾃⼰的初⼼，
“双减”之后的“双升”让醍摩⾖在“成就每⼀个孩⼦”的初⼼上⼜增添了⼀份机遇。努⼒
过后，愿每⼀位醍摩⾖⼈在凝视阳光的刹那，都能嘴⻆微扬~



《关于进⼀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全⽂如下。

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并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01总体要求

为深⼊贯彻党的⼗九⼤和⼗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切实提升学校育⼈⽔平，持续规范校外培
训（包括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有效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以下简称“双减”），现提出如下意⻅。

1.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贯彻党的教育⽅针，
落实⽴德树⼈根本任务，着眼建设⾼质量教育
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深化校外培训
机构治理，坚决防⽌侵害群众利益⾏为，构建教
育良好⽣态，有效缓解家⻓焦虑情绪，促进学⽣
全⾯发展、健康成⻓。

3.⼯作⽬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平
进⼀步提升，作业布置更加科学合理，学校课后
服务基本满⾜学⽣需要，学⽣学习更好回归校
园，校外培训机构培训⾏为全⾯规范。学⽣过重
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出和家
⻓相应精⼒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
著，⼈⺠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2.⼯作原则。坚持学⽣为本、回应关切，遵循
教育规律，着眼学⽣⾝⼼健康成⻓，保障学⽣休
息权利，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积极回应
社会关切与期盼，减轻家⻓负担；坚持依法治
理、标本兼治，严格执⾏义务教育法、未成年⼈
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加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
综合治理；坚持政府主导、多⽅联动，强化政府
统筹，落实部⻔职责，发挥学校主体作⽤，健全
保障政策，明确家校社协同责任；坚持统筹推
进、稳步实施，全⾯落实国家关于减轻学⽣过重
学业负担有关规定，对重点难点问题先⾏试点，
积极推⼴典型经验，确保“双减”⼯作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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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全⾯压减作业总量和时⻓，减轻学⽣过重作业负担

4.健全作业管理机制。

6.提⾼作业设计质量。发挥作业诊断、巩固、学情分析等功能，将作业设计纳⼊教研体系，系统设计符合
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业。⿎励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坚决克服机械、
⽆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

7.加强作业完成指导。教师要指导⼩学⽣在校内基本完成书⾯作业，初中⽣在校内完成⼤部分书⾯作
业。教师要认真批改作业，及时做好反馈，加强⾯批讲解，认真分析学情，做好答疑辅导。不得要求学⽣⾃批⾃
改作业。

8.科学利⽤课余时间。

5.分类明确作业总量。

03提升学校课后服务⽔平，满⾜学⽣多样化需求

9.保证课后服务时间。

11.拓展课后服务渠道。
�12.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教育部⻔要征集、开发丰富优质的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利⽤国家和各地

教育教学资源平台以及优质学校⽹络平台，免费向学⽣提供⾼质量专题教育资源和覆盖各年级各学科的学
习资源，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10.提⾼课后服务质量。

04坚持从严治理，全⾯规范校外培训⾏为

1 5 .强化常态运营监管。
1 4 .规范培训服务⾏为。
1 3 .坚持从严审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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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在校内学⾜学好

18.深化⾼中招⽣改⾰。

17.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教育部⻔要指导学校健全教学管理规程，优化教学⽅式，强化教学管理，提升学
⽣在校学习效率。

19.纳⼊质量评价体系。

16.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各地要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成果，积极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
⼯作，促进新优质学校成⻓，扩⼤优质教育资源。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
充分激发办学活⼒，整体提升学校办学⽔平，加快缩⼩城乡、区域、学校间教育⽔平差距。

07扎实做好试点探索
确保治理⼯作稳妥推进

26.强化培训收费监管。

24.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
23.明确试点⼯作要求。

25.合理利⽤校内外资源。 08精⼼组织实施
务求取得实效

27.全⾯系统做好部署。

29.联合开展专项治理⾏动。
30.强化督促检查和宣传引导。

28.明确部⻔⼯作责任。

各地在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双减”⼯作的同时，还要统筹做好⾯向3⾄6岁学龄前⼉童和普通⾼中学⽣
的校外培训治理⼯作，不得开展⾯向学龄前⼉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
名义⾯向学龄前⼉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不再审批新的⾯向学龄前⼉童的校外培训机构和⾯
向普通⾼中学⽣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对⾯向普通⾼中学⽣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管理，参照本意⻅有
关规定执⾏。

06强化配套治理
提升⽀撑保障能⼒

20.保障学校课后服务条件。
21.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
22.做好培训⼴告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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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新基建政策的发布、全国中⼩学信息技术提升⼯程
2.0的推进，都为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教育信息化时代教育改⾰
指明了⽅向�科技赋能教育。如何在“双减”政策下“⼤⼒提升
课堂教学质量”、“帮助⽼师减负增效”成了未来教育重点关注的
焦点。

醍摩⾖智慧教育植根教育信息化，紧随教育政策，以“提升
课堂教学质量”、“提升评量精准⾼效”“提升教师专业成⻓”为⽬
标，推出对应的解决⽅案，将“双减”政策落到实处。

政策重磅落地，培训企业倒闭、跑路现象频发，校外培训⾏
业被打⼊“冷宫”。“双减”政策指出要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
促进学⽣全⾯发展、健康成⻓。这就意味着针对考试的「课外补
习」或将成为历史，未来教育⾏业的重点不再是「做题」、「应试」，
⽽是要回归到「学习」本⾝。

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聚焦课堂
HiTeach�5：数据决策、合作学习、因材施教

通过HiTeach�5智慧教学系统的即问即答功能搭配IRS即时
反馈器，就可以实现课堂同步互动教学，⽼师通过互动反馈后的
数据统计进⾏教学决策，或重新讲解，或⼩组合作讨论学习。⽼
师运⽤这样的⽅式精准掌握学情，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数据决策�问思教学�同步互动

合作学习�TBL教学�同步任务
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分组发布课堂教学任务。学⽣通过⼩

组合作学习模式，进⾏学习交流、思维碰撞，并将⼩组合作学习
的成果反馈到教师端，实现全班分享交流。这样的课堂教学模式
不仅能提升学⽣学习能⼒，还能让学⽣在和同侪、教师交互、思
维碰撞的过程中，促进其在各项⾼层次思考能⼒的养成，更能进
⼀步培养沟通、创造、思考、合作、问题解决等未来⼈才所需要的
关键素养。

因材施教�同步差异�差异推送
醍摩⾖智慧教室的差异推送功能完美帮助⽼师课堂上因材

施教的难题，⽼师根据数据统计掌握学情，并根据学情分组精准
推送教学任务，学⽣会收到满⾜⾃⼰学习需求的不同教材，实现
差异化学习。



堂堂清、天天请、周周请、⽉⽉清

在教学设计中针对每个知识点预设检测题，或课堂中，根据学⽣的学习反馈随即提出问题，学⽣使⽤
IRS反馈器作答，再根据作答结果进⾏教学决策。使每节课所教知识点都能被学⽣掌握，当堂完成教学⽬标。

堂堂清：随堂检测

天天清：课后检测
利⽤课后延时课时间，⽼师随时调取云端试卷进⾏评量活动（练习、⼩考、测验），学⽣各⾃使⽤IRS反馈

器同时作答。作答完毕后结束测验，即时统计结果，并同步到云端。⽼师即可根据每题作答情况选择性讲解。
如有较⾼难度题⽬学⽣答对率较差，⽼师可讲解后进⾏⼆次作答，让学⽣完全掌握该知识点。

周周清：线上测评
⽼师可在IES平台上发布线上评测，轻松选择试题卷后开启活动，在线指定评测活动后，学⽣只要有可以

上⽹并使⽤浏览器登⼊的装置都可以使⽤，测验完成后，在IES�5平台的学情分析就会⽣成详细的测验结果分
析图表。

⽉⽉清：⽹络阅卷
⽉考采⽤新形态「卷卡合⼀」的形式，让考⽣能直

接在卷、卡合⼀的答题卷上作答；「卷卡合⼀阅卷系统」
结合云平台的组卷功能、可直接打印答题卷，省去繁琐
的编辑定位步骤；更可搭配「博拉图学情分析系统」，⾼
效率地分析⼤量数据并产� 出学习诊断分析报告，为各
级使⽤者精准提供信息，校⻓和教育局可了解全校、各
班的学习成效；⽼师可以节省批改时间，更能掌握学⽣
学习状况以及出题质量等。

HiTeach 5+IRS反馈器 学生作答

得分率关系表

各科平均分分析知识点得分分布图

知识点占比 学习力分布得分率分布

试题落点分析 进线人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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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研修平台、名师课堂、提升⼯程2.0

智能研修平台�醍摩⾖AI教研中⼼
醍摩⾖⾃主研发的AI教研中⼼，整合醍摩⾖

智慧教室系统、智能主机、苏格拉底议课APP和
AI⼈⼯智能苏格拉底服务等四种功能，结合专家
智慧和机器智慧，协助教研团队科学、⾼效的进
⾏议课与教研活动，为教师提供AI智慧教练，缩
短教师成⻓周期，提升教师专业成⻓。

苏格拉底平台汇总全球优质课例，包括教学视频、教案、课件、电⼦笔记以及专家和教研组员点评，教师
可以通过苏格拉底平台进⾏观看和学习，提供公开观摩与讨论交流的教师发展平台，加速教师专业化成⻓。

名师课堂�苏格拉底优课平台�

提升⼯程2.0——研修中⼼
研修中⼼不仅提供详细的信息技术应⽤能⼒提升2.0有关政策及解读课程，还包含优课资源平台，“数万

节”实⽤优秀的名师课堂实录、领导⼒课程、专家解读以及教育专家专题讲座等学习资源，研训平台是实现
“整校推进”实施成效和教师信息化教育教学能⼒的双提升的必备之选！

素养课程 领导力课程 学习中心

优课平台

学校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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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实验学校欧阳思⾬⽼师作《双减背景下教师精准教学经验分享》的成果汇报。他说到“⼀堂好课⼀定有精准的深度互动，⽤技术辅
助课堂是实现减负提质、精准教学的重要⽅式”。汇报内容强调“精准”⼆字，从备课、上课、评价、激趣、检测、教研六个⽅⾯，以案例的
形式进⾏了⼀⼀阐述。

西川实验学校郑哲⽼师作《双减背景下学⽣教师精准教学经验分享》的成果汇报。为了不降低教学质量，学校要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
性，以及作业布置的精准性。郑哲⽼师详细讲述了学校针对作业布置实施的⼀系列措施，课时训练品质要⾼，作业有效性要⾼，⽼师布
置作业时要杜绝重复、怪题、难题的布置、作业量也要具有适量性。

双减政策中提到，要⼤⼒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学校课后服务
⽔平，那么西川实验学校是怎么利⽤信息技术提升课堂教学质
量呢？⼀起来看看西川实验学校牟李⽼师带来的这节智慧课例
《应⽤⼆元⼀次⽅程组增收节⽀》。课堂教学环节，牟李⽼师运⽤
HiTeach智慧教学系统的即问即答功能进⾏课堂互动，学⽣通过
IRS反馈器作答，全班的作答情况便可⽣成⼀⽬了然的统计图
表，⽼师根据数据统计精准掌握学情，再进⾏教学决策，或重新
讲解，或⼩组合作讨论学习，精准有效的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10⽉23-25⽇，“第80届中国教育装备展⽰会””在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盛⼤举⾏。本届展会主题为“展⽰、交流、合作、发展”，由中国教育装备⾏业协会主办，四川省教育厅和成都市⼈⺠政府联合承办。值得关注
的是，本届中国教育装备展⽰会是在国家“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后举办的⼤型教育装备展⽰会，围绕于此，相关系列产品与解决⽅案也是业界⽐较关注的⼀个焦点。基于“双减”政策，醍摩⾖展位以“醍摩⾖智慧教育助
⼒双减政策落地”为主题，提出对应的解决⽅案，并对本⽅案的专业性、系统性、精准性进⾏了详细的讲解，现场吸睛⽆数，众多教育装备企业、教育专家学者、校⻓⽼师驻⾜观看。此外，由西南⼤学指导，西南⼤学教育
学部、智慧教学实验学校联盟主办，醍摩⾖智慧教育研究院、成都市武侯区西川实验学校承办的“双减背景下中⼩学精准教学、精准作业实践交流分享活动”在西川实验学校盛⼤召开。四川省杨光荣名校⻓⼯作室成
员学校校⻓、全国各地教育相关单位领导以及参与第80届教育装备展的嘉宾近100余⼈参与了本次活动。西川实验学校常务副校⻓李霄⽻作活动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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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实验学校欧阳思⾬⽼师作《双减背景下教师精准教学经验分享》的成果汇报。他说到“⼀堂好课⼀定有精准的深度互动，⽤技术辅
助课堂是实现减负提质、精准教学的重要⽅式”。汇报内容强调“精准”⼆字，从备课、上课、评价、激趣、检测、教研六个⽅⾯，以案例的
形式进⾏了⼀⼀阐述。

西川实验学校郑哲⽼师作《双减背景下学⽣教师精准教学经验分享》的成果汇报。为了不降低教学质量，学校要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
性，以及作业布置的精准性。郑哲⽼师详细讲述了学校针对作业布置实施的⼀系列措施，课时训练品质要⾼，作业有效性要⾼，⽼师布
置作业时要杜绝重复、怪题、难题的布置、作业量也要具有适量性。

10⽉23-25⽇，“第80届中国教育装备展⽰会””在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盛⼤举⾏。本届展会主题为“展⽰、交流、合作、发展”，由中国教育装备⾏业协会主办，四川省教育厅和成都市⼈⺠政府联合承办。值得关注
的是，本届中国教育装备展⽰会是在国家“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后举办的⼤型教育装备展⽰会，围绕于此，相关系列产品与解决⽅案也是业界⽐较关注的⼀个焦点。基于“双减”政策，醍摩⾖展位以“醍摩⾖智慧教育助
⼒双减政策落地”为主题，提出对应的解决⽅案，并对本⽅案的专业性、系统性、精准性进⾏了详细的讲解，现场吸睛⽆数，众多教育装备企业、教育专家学者、校⻓⽼师驻⾜观看。此外，由西南⼤学指导，西南⼤学教育
学部、智慧教学实验学校联盟主办，醍摩⾖智慧教育研究院、成都市武侯区西川实验学校承办的“双减背景下中⼩学精准教学、精准作业实践交流分享活动”在西川实验学校盛⼤召开。四川省杨光荣名校⻓⼯作室成
员学校校⻓、全国各地教育相关单位领导以及参与第80届教育装备展的嘉宾近100余⼈参与了本次活动。西川实验学校常务副校⻓李霄⽻作活动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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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实验学校校⻓助理何明磊带来主题为《让智慧教育促教学精准》专题报告。报告分为四个板块：校园建设信息化、
功能教室智能化、课堂教学智慧化、课后延伸精准化。在课堂教学智慧化板块，着重强调借助数据分析助⼒学科教学，
提升教学质量的内容。⽆数据不决策，基于课后延伸精准化分享了如何进⾏个性化数据采集，实现年级、班级、个体的
数据分析以及掌握精准化的数据反馈。
西南⼤学教育学部罗⽣全教授带来题为《中⼩学作业的价值向度及设计思路》的专题讲座。罗教授从作业与学校、学
⽣、家庭的关系出发，分析作业的价值和功能，作业对于改进教学关系、培养学⽣素养具有重要意义，作业也是学⽣对
于知识掌握、应⽤、转换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罗教授还对中⼩学作业的价值向度以及设计思路进⾏了详细的说明。



“感恩”两个字，
我只会⽤⾏动表⽰

聊天⼀开始，我就拿出⼀张⼩卡⽚递给⼩⽪，上⾯有权哥早期创业团队的合影，⼤概拍摄于2012
年—2013年之间，如今已经过去快10年了。⼩⽪看着照⽚不⽆感慨地说：“好多⼈都⾛了哦！”确实，照⽚
上的⼈⼤概只有1/3留了下来，其余的伙伴⾛着⾛着就⾛散了。我接着他的话好奇地问：“你跟着权哥这
么多年，⻛光过也艰难过，前两年权哥⼆次创业⼜赶上疫情，你⾝边好多熟悉的伙伴都相继离开，你就没
有动过凡⼼？”⼩⽪摇摇头，露出腼腆的微笑。他说⾃⼰之所以会⼀直留在公司，⼏个⽅⾯的原因，⼀来
⾃⼰性格使然，不爱折腾，啥事都喜欢慢慢来。熟悉⼩⽪的⼈都知道，他的性格沉稳，这种性格使得他在

编者语：很早就知道⽪⼩军是公司根正苗红的“⼩红兵”，还在念⼤三时他就⼊职公司，⼗多年来陪
权哥在商海⾥摸爬滚打，兢兢业业⽴下了不少功劳。虽然是资历深厚的⽼员⼯，但他依旧谦逊可亲，
新员⼯⼏次交道下来也可以和他称兄道弟，不过他性格⽐较内敛，可能有些外区的⼩⾖⼦还不太了
解他，本期就请⼤家跟随我来认识下这位资历⽼，但年纪并不⼤的“⽼”⼤哥！

⾯对各种选择时，不会轻易做出决定，但凡事缓⼀缓⼜何尝不
是⼀种⼈⽣智慧呢。⼆来⾃⼰相信这个⾏业，如果说当初选择
加⼊公司是懵懵懂懂的随波逐流，那么后⾯选择不受任何⼲
扰，坚定地与公司共同进退，则是因为随着对公司业务地逐步
深⼊，⾃⼰有机会了解到整个⾏业的全貌，对当初⾃⼰的选择
也越来越笃定。最后就是觉得⽼板义⽓，想当初疫情来势凶猛，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边认识的⼈有被降薪的，也有被裁
员的，那会⼉⾃⼰也做好了最坏地准备，但没想到权哥硬是咬
⽛扛了过来，没有降薪、没有裁员，⼯资准时发放，⼀切照旧。都
说患难⻅⼈⼼，那⼀刻⾃⼰觉得遇上这样的⽼板，也算是福⽓！

因为这些原因，⾃⼰在公司⼀待就是⼗年，不知不觉间成
为了⼤家⼝中“⻣灰级”员⼯，感觉时间过得挺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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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到这⼏年⾃⼰的成⻓时，⼩⽪感触颇深，他直⾔⾃⼰现在了解、掌握的东西全是⼯作后学来的，当初
在学校⾥花⼏年时间学到的东西，要么太浅，要么就太过时。早前在北京开拓华北业务哪会⼉，由于⼈
⽣地不熟，节假⽇也没个⾛亲访友的地⽅，所以空闲的时候⾃⼰就宅在宿舍⾥，研究⽅案的撰写，这也
使得后来公司要求技术⼈员全⾯提升⽅案能⼒时，⾃⼰能处变不惊，从容⾯对。回到成都后，有幸得到
公司领导们的信任，推举⾃⼰担任技术部负责⼈，⾃⼰⼀⾯跃跃欲试，⼀⾯⼜惴惴不安，担⼼辜负了领
导们的厚望，于是赶紧恶补管理⽅⾯的知识，⼀边摸着⽯头过河⼀边总结经验教训。如今⾃⼰虽然还在
路上，但经过这⼏年不断地尝试，⾃⼰已经⽐当初⾃信很多了。

聊天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个特别懂得“感恩”的⼈，⽐如聊到进⼊公司时，他会提到感谢当时的引
路⼈�廖天⻰，要不是他的引荐，⾃⼰不会认识权哥，更没有机会加⼊这个团队；当聊到⾃⼰担任技
术部负责⼈时，他会感谢公司上上下下对⾃⼰的信任与包容，让⾃⼰虽然倍感压⼒，但依然有勇⽓去接
受挑战；特别是关于他为何坚定留在公司的这个话题，他觉得公司给他的太多了，在他还是⼩⽩的时候
教会他技术能⼒作为⽴⾝之本；在经济环境恶劣的时候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专注于⼯作；在他刚迈⼊⽽
⽴之年时就给他机会参与管理，全⾯提升⾃⼰的⼯作能⼒。⼩⽪笑⾔⾃⼰嘴笨，不会说漂亮话，除了好
好⼯作，其他的我⽆以为报。

作为⼩⽪的同事，我只觉得他
是个实在⼈，很多时候和他对接⼯
作，钉钉上他或许只回复你两个字：
好的，甚⾄⼀个字都不回复，仅仅显
⽰“已读”，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
配合，他总是默默地协助你推进⼯
作，⼗⾜的“⾏动派”，像这样的⼯作
伙伴，来⼀打都不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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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森苹��刘银�邓静��彭丽媛��张艺倩��⻩晶晶��向雯��⻩贺彬��周军�周响军��陈晓静��韩影��唐雯雯��王美琴��

�����胡冰怡��蔡琪琪��杨晓静��陈晓静��李志浩��⻰煜�代梦媛��张常林��陈⼩辉��⽩常宏��李好��郭杰��向雯��邓静�����
2、9⽉⽇报周报提交率100%⼈员：

1、�9⽉全勤⼈员：�
������郑娟娟��王志⽣�陈⼩辉��陈晓静��⻰煜��代梦媛��刘银��郭杰��向雯
������10⽉全勤⼈员：

������杨晓静��⽩常宏��吴笑天��⻩洁��梁舒华��⻰煜

�����彭丽媛��宋杨��胡洁��张艺倩��刘银�魏有银
10⽉⽇报周报提交率100%⼈员：

梁舒华����⻩贺彬����向雯����⻩晶晶����彭丽媛����宋杨����⻩洁����张艺倩����赖森苹����刘银

李志浩于9⽉22⽇⼊职营销⼆部技术⽀持⼯程师岗位；
彭礼于10⽉8⽇⼊职软件开发部研发⼯程师岗位；
唐雯雯于10⽉8⽇⼊职营销⼀部教育顾问岗位；

3、9⽉、10⽉⼈事变动：

原软件开发部实习⽣李智⼼于9⽉8⽇因个⼈原因离职，其经办⼯作由⻩贺彬代理；

⻩洁����胡启良����陈⼩辉����王美琴����陈晓静����杨晓静����胡冰怡����兰昌鹏����⻰煜����代梦媛����⻰强����张常林����韩影����肖瑶

原营销⼆部技术⽀持⼯程师应磊于9⽉15⽇因个⼈原因离职。

����*以上数据统计截⾄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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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快，⼀年⼀度的双⼗⼀购物狂欢节已经蓄势待发，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的朋友圈中跟⼤家
种草了品质好物，可是我们也总在踩雷⽆数次之后做好了⾎泪攻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家曾经踩过
的雷或者最想要拔草的东西把。

经验是：薇娅直播间谨慎种草，种草也建议在年度购物节。

今年7⽉在薇娅直播间买了新品发售的上千元⽿机，结果前⼏天在她直播间降价了300还送⼀⼤堆赠
品，虽然她当时镇定的说，“别怪我，我当时也是原价买的”。看直播的我内⼼独⽩是，谁要跟你⽐？分期
付款还没还清，结果已经降价了，真是欲哭⽆泪。

之前在公司楼下的健⾝房办了⼏年健⾝卡准备减肥，其间被教练和顾问洗脑陆陆续续买了�� ��多节私教课。购
买私教课⼀般都有活动或赠送课程，不会原价购买，购买时教练直接约定后上课就好。买的时候你就是他们
的上帝。结果想上课的时候也是很难约到教练和⾃⼰都合适的时间。谁知道疫情时健⾝房关⻔，也没⼈通知。
找到另⼀家分店店⻓，说可以到分店使⽤，但不承认所有活动和赠送。果然是健⾝房⾥到处坑。
经验是：减肥还是要少吃。如果想要配合锻炼，可以办卡，但没有必要⼀开始就买课哦。

（平台中⼼⾏政部�张艺倩投稿）

（营销中⼼市场部�李好�投稿）



拔草阿道夫洗发⽔：
我⼤学时候听同学推荐购买了阿道夫，不知道其他⼈使⽤感怎
样，总之我使⽤了⼀⼩段时间之后体验⼗分不好！
1、洗完之后感觉很假滑，冲洗⼏次还是⼀样
2、⽤了之后头⽪痒的不⾏
3、头⽪屑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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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部�刘银�投稿）

爱美之⼼⼈皆有之，作为职场⼥性，个⼈形象的重要性不⾔⽽
喻。市场上，玲琅满⽬的化妆品，⽬不暇接。⼥性⼜容易被⼤牌的
营销话术⽽感染，⼥⼈对⾃⼰好⼀点，就要买⾃⼰能⼒承受最好
的。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微笑不语。纪梵希的四格散粉，真的是
⼜贵⼜鸡肋。起⽪卡粉就找它，油⽪少⼥的烧钱克星，真的除了
颜值⾼没有⼀点卵⽤（如有不同意⻅，你杠就是你赢）。所以，还
是⽼话，理性消费，买贵的不如买合适的。

（营销⼆部�蔡琪琪�投稿）

树童英语�这是我踩过的最⼤的坑
对于⼀个宝妈来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开始信奉“再苦不能苦孩⼦，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命

理念。今年年初随⼿接到⼀张英语培训的传单，刚好准备给孩⼦报班的我来了兴致，试听、对⽐，感觉⾃
⼰还是蛮认真地对待此事，精挑细选后选择了“树童英语”，销售⼈员推荐我报三年，说优惠最⼤（现在
才知道⼏年前国家就有政策，⼀次性收三个⽉以上的学费是违规的），我犹豫了下只报了⼀年（万幸⾃
⼰的这个决定），现在的情况是：总部卷款跑路，我们已经停课⼀个⽉，慢慢维权路不知何时到头~

醍摩⾖的各位宝爸宝妈们，以我为鉴，别再踩坑啦！
（平台中⼼⼈⼒资源部�胡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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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精选课例，

没有不好的⾝体，

互联⽹红利时代，

那就是把学习的权利还给学⽣，

索性穿上运动套装，

打开电脑，

⾛⾛跑跑10公⾥，

登⼊苏格拉底平台，
收到了全国各地学校⾃动发送的，

⼥⼉因为我们的⼯作
“寄养”在亲友家，

楼下的桂花飘⾹，

但好课必定有⼀点相同，

只有不好的习惯……

在学习与分享中不断⾃我完善，

切点议课，

向⾃我的挑战，

凉爽的清晨，

⽇常上传的课例和教研信息，

不同学校的理念可能不同，
教研相⻓，

才是真正的变⾰！

提升学习成效，

双减之下，
提升课堂质量，

提⾼教研品质，
活法改变，学法必变，
学法改变，教法必变，
教法改变，课堂必变，
课堂改变，学校必变。

今天是中秋到国庆之间，
调休的⼀天周末休息⽇，
⼀早夫⼈去了成都培训，

每⼀城的阅历，

耽搁了⼀个多⼩时，

还有两次算错航班时间，

每⼀段的经历，

不断的⾃我完善和丰富……

想想谁的⽣活都不易，

这个世界⼈与⼈之间，

在歉然与调侃中安然到家，

司机上⾼速⼝开错了⻋道，

教学相⻓，⻅贤思⻬，

或许都在这些林林总总的碎⽚中，

有遇到过地震、疫情、雷暴天⽓、台⻛
坐过连续14个⼩时的动⻋�

⼀次候机过早，
⼀次再晚5分钟就错过航班……

每个⼈的⽣⻓，

连续两周的出差，

也经历⻜机⼀次⼜⼀次的延误

每⼀次的研修⼯作坊，

⼴州天⽓起航条件差，
昨晚⼴州回成都，

⾛⼊死胡同，

凌晨打⻋，

倒⻋多了半⼩时，
看着他略显不安和疲惫的神态，

或许，

最需要的就是那种理解与包容，

算是在数不清的旅程中，
⼜多了⼀次“印象深刻”吧！

两周的经历，
听过10节课，

开展了8场研修⼯作坊培训，

⾛过绍兴、义乌、安吉、杭州、⼴州

做了4场智慧教研，

题记

越来越不确定的当下，

是应对不确定环境因素最好的解决办法。
愈加感受到学习与反思



现在⼤家对健康的重视程度在不断上
升，都知道定期需要去做常规体检，但同时
⾯对市⾯上的精选、⾄尊等套餐⼀脸懵，说
到底就是哪些检查项⽬最适合我和我的家
⼈呢？体检应该做什么，其实从来就没有标
准答案。看到体检结果的价值，也要看到检
查的误差、成本、并发症。「成本�效果」
永远在博弈权衡。本期⾖⾖开讲了将为⼤
家介绍基础体检项⽬，以及对于不同年龄
段的⼈群建议的检查项⽬。

针对全⼈群，这些基础的项⽬不能少！

OCT

M�Model 
202118/20



常规的体检是很难发现癌症的。真正想要及早发现癌症，我
们建议�20�岁开始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做⼀些癌症筛查项⽬了。

对于20~29岁的⼥性，建议增加乳腺癌、宫颈癌、结直肠癌、
肺癌、肝癌对应项⽬的检查，对于20~29岁的男性，建议增加结
直肠癌、肺癌和肝癌对应项⽬的检查。

19/20OCT

Model 
2021

希望每位⼩⾖⼦都健健康康、吃嘛嘛⾹~~

另外，温馨提⽰⼤家，体检前这⼏件事情别做，不然容
易误诊还⽩花钱。

1.�体检前�8�个⼩时不要吃东西；
2.�体检前不要⼤量喝⽔；
3.�体检前，注意清淡饮⻝、不要喝酒；
4.�体检前�3�天不要剧烈运动；
5.�体检时不要隐瞒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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