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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好记忆是学习的关键，太奇奇记本能快速记提成绩

太太奇奇奇奇记记本本登登陆陆泰泰安安市市场场

考点智能快速记

自从太奇奇记本在泰安销
售，不少市民到本报编辑部咨询，
想为孩子购买一台奇记本。最受
家长和学生欢迎的就是考点智能
快速记功能和教材同步功能。

太奇奇记本独家研发出与
500多个版本教材要点、考点内容
相结合的智能记忆系统，提高记
忆速度5到10倍。记忆是一切学习
的基础，记不住任何学习都无从
谈起。目前各种快速记忆培训班
或书籍、光盘、软件，只是提供方
法指导和训练，太奇智能快速记
忆系统是唯一与教学内容结合起
来的快速记忆系统，学生直接就
可以用以学习。

记忆学理论认为，人的左脑
擅长抽象思维，右脑擅长形象思
维。左脑是低速记忆，右脑是高速
记忆。目前我们学习主要使用的
是左脑，右脑使用的很少，而如果
能左右脑同时使用，记忆效率将
会有10倍以上的提高。记忆=联想
加联结。将需要记忆的知识与某
件事物建立联系可以起到巩固记
忆的效果。

太奇奇记本智能快速记忆系
统由数百名来自全国知名中学的
一线名师精心整理500多个版本
各年级、各学科知识要点、考点，
经过智能图像化处理，光点快扫，
使学生快速对重难点形成形象记
忆，提供联想模板，在联想基础上
进一步巩固；提升记忆速度5-10

倍，为理解运用打下坚实基础。

记、讲、测、答，成绩

飞速提高

此外，太奇学法分为记、讲、

测、答，可以最大限度地让孩子理
解学习知识并系统学习，太奇学
法是辩证法原理在教育学上的运
用，它以太奇智能快记系统为基
础，分为记--讲--测--答四步，
也就是辨证法上的肯定(记、讲)-
-否定(测)--否定之否定(答)三个
阶段。

第一步：运用智能快速记忆
系统，形成点状记忆，为下一步学
习打下基础，第二步：名师视频讲
解，在点状记忆的基础上，通过名
师讲解，将上一步的点状记忆融
汇贯通起来，学会理解运用，建立
知识体系。第三步：智能测试软件
立即对所学知识进行测试，查漏
补缺；第四步，名师答疑，对还有
疑问或难题向老师提出，由老师
做出解答，全面消化吸收。

经过太奇学法的系统学习，
孩子的成绩获得飞速提高。

文章智能快速读，数
小时读完名著

孩子可以在30天形成快速阅
读能力，提高学习效率。

21世纪的竞争本质上是知识
吸收能力的竞争，而知识吸收能
力又与人们的阅读速度关系很
大。阅读速度慢是很多孩子知识
贫乏，学习效率低、成绩差的重要

原因。
太奇奇记本根据人的眼球容

易抓取快速移动的物体的原理独
家研发智能文章快读系统，主要
分为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全国
知名中学一线名师精心整理与教
材版本相结合的学科知识快读，
将直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一
部分是太奇奇记本内置的中国古
典四大名著，学生最快可以在四
小时内读完《三国演义》全卷。

此外学生还可将各种学科及
课外阅读材料导入本系统，大幅
提升阅读速度和学习效率。同时
本系统还是一个帮助学生训练快
速阅读能力的工具，连续使用太

奇奇记本快速阅读30天，学生将
形成一目十行远超常人的快速阅
读能力。

答疑作业名师助，一
线名师24小时之内答疑
解惑

一线名师24小时之内随时随
地帮孩子答疑解惑，作业指导。

答疑水平对孩子的影响巨大。
太奇利用其所属黄冈中学网校提
供一线名师资源，为奇记本用户提
供答疑与作业帮助服务。同时由于
太奇奇记本采用的是3G+wifi互联，
不受校园有无wifi站点限制，24小时
内真正随时问随时答。

几秒钟就能将10个不相关的数字倒背如流……全国首款与教材内
容结合的智能快速记忆系统——— 太奇奇记本在泰安开始销售了，想提
高孩子学习成绩，培养他的记忆能力，就抓紧购买体验吧。

太奇奇记本四项“先进”

帮孩子迅速提成绩

一、3G+wifi移动互联平台
配置先进3G+wifi模块，不受

校园有无wifi站点限制，学生可以
采用3G联网下载，再断网学习模
式，真正实现了随时随地学，随
时随地问。9 . 7寸全角度IPS润眼
大屏，十点触控，享受超炫在线
学习体验。
二、3D学习乐园

喜欢游戏是孩子的共同天
性，太奇奇记本将学习模块镶嵌
在3D学习乐园中，通过3D场景式
互动学习界面，太奇币晋升级
别，学习伴侣、学习装备、学习积
分等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使学生越学越想学。
三、智能语音互译系统

整合高科技智能化英汉翻

译系统，具备汉英语音识别功
能，可直接将口说汉语普通话翻
译成英文，同样也可直接将口说
英语翻译成汉语。
四、学习和绿色上网管理

设有学习管理和绿色上网
模块，家长或学生可以制定学习
计划并追踪学习情况，随时了解
管理孩子的学习情况。不同于目
前有的学习平板电脑只能登陆
固定网站模式，太奇奇记本家长
可通过密码设置学生可上网站
和禁上网站，这样既让孩子实现
绿色上网、安全上网，又保留了
联网的无限开放性。咨询电话：
18653881019 销售地址：泰安市
望岳东路中七里社区服务中心
四楼齐鲁晚报泰安记者站

原为济南市
山师二附中的李
志佳，成绩为班上
第40名(班上47名
学生 )。一直苦于
学习无门路，通过
使用太奇奇记本，

激发记忆潜能，运用系统学习方
法，两个月后成绩跃升为全年级
第一名，并用一个暑假的时间背
熟《道德经》《三字经》《论语》《大
学》。李志佳也因此被两所重点高
中同时录取。

在我即将升
上高中之际，在
我感到前途茫茫
而不知所措时，
在我害怕当不了
推荐生的时候，
不知是否得到了

上帝的眷顾，我有幸使用了太奇
教育集团推出的奇记本。使用几
个月之后，我爸爸就毫不犹豫地
帮我报了名。他说：“现在投资
5000块总比以后交几万块赞助划
得来。”终于，奇迹发生了，我居然
在毕业考试时考了全校第一那是
我从不敢想象的！原来记忆力真
的能提高，学习真的有方法。

我之前觉知
识点好多好难记，
用了太奇奇记本
之后学了2个月之
后，我的重点记忆
和阅读速度都提
高了很多，考试不

怕了，太爽了！我在没用奇记本之
前语文成绩最多：85 . 5分，数学最
多：89分左右；英语最多80分左
右，语数英三科都不是很好。使用
了一阵后：语文：94分；数学：99

分；英语：98分，成绩大大提升！

(接上期)

三、重创作，辅以写实
学会创作是儿童画教学的灵魂，儿童

处在一个认识世界，学习世界的感性认识
阶段。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幻想、五
彩缤纷的世界，他们无成人绘画的象与不
象，美与丑，好与坏等的框框条条，有的只
是他们每个人的象与不象，美与丑，好与坏
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想象，儿童画画无论
是构图形式，造型处理，色彩配置，还是表
现方式等无不需要儿童的想象，这个想象
对画画儿童是真实的。不要给孩子设定条
条框框，在儿童画教学中就应鼓励启发儿
童展开想象的翅膀，不断提高创造力。

画画源于生活，因此作为儿童画教学就
必须辅以生活内容引导，也就是实物训练，
儿童画小鸟和动物就要他见到各种各样小
鸟。可以带去动物园参观。儿童画跳绳活动，
可以组织跳绳游戏。儿童画树木花草，可以
带去郊游等等。写生是泰安风车美术学校的
一大特色，学校的教学课题都以生活中常见
的事物为主，而且每学期都会带孩子走进社
会，走进自然，用眼睛去捕捉美好的事物。我
们风车美术学校让学生通过实物、实地活
动，在儿童画的基础原型上增加新内容，达
到图形(图像)表现与图画意义表达的有机融
合，成为一幅好的儿童画。

四、重表扬，辅以训练

儿童画画，是儿
童的天性流露，常常
在原型的基础上加
以集中夸张。在夸张
变化的基础上创造
出生动的艺术形象，
因此艺术形象与生
活原型上比例不同。
甚至不顾实际比例
对被描绘的对象，进
行大胆夸张与取舍，
运用“移花接木”的
手段，任意添加，调
整内容，本能的冲动

加上笨拙的小手画出了让成人都感动的画
面，对待每一张儿童画面，都可以发现每一
个儿童的创造力和找到为什么这样的想象
原因。因此我们对每一张画都重在鼓励，表
扬这种创造力，使这样创造力得以持久。

实际上儿童的想象力并不是平衡的，
有的是有益的，有的是要慢慢纠正的，随着
年龄的增大，儿童画的标准就会改变。渐渐
融入美术之中，因此也就不仅仅满足于开
发潜力和美的陶冶这个原始阶段，也要逐
步加强训练。掌握技巧，因此应紧密围绕儿
童对生活环境认识展开训练，增加造型、色
彩、写生的作品内容，主要一是临摹，二是
动态，写生练习，从速写记忆画开始，三是
构思创造。在综合整理儿童速写素材的基
础上，由简到繁，由单色到多色彩，力争做
到轮廓正确，比例协调，色彩鲜艳明快。

泰安风车美术学校在评价学生作品是
不会刻意的去用像与不像，好与不好去判
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要求的
是孩子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在画面上，能够
讲述出来。同时我们会因材施教，针对不同
阶段的孩子给予不同的绘画要求有严格的
训练要求，让孩子由简到繁，逐步提高。

泰安风车美校严格遵循“四重”“四辅”
的教学方式，快乐、审美、创造的教学理念，
让孩子在风车美校快乐的画画，让画画成
为孩子们的快乐。

儿儿童童学学美美术术
““四四重重””““四四辅辅”” 我们学校的景物有很多，比如：花坛、操

场……但我最喜欢的是校园的草坪。
校园的草坪有四块，东边的草坪外边围

着一圈雪白色的栅栏，远远看去，真像一个个
白色的小战士一样；栅栏里边的嫩草是翠绿
色的，近看，真像一片绿色的海洋，中间有两
只仙鹤和一小片竹林，那两只仙鹤亭亭玉立，
一只像是在喝树上滴下来的露水，一只像在
眺望远方的美景。

草坪南边有座雕像，一只母鹿在给小鹿
喂食，真可爱。西边的草坪上有两只小象在

“戏水”，石椅上还有关于诚信的名言：“诚信
是一个根本，风雨摇曳当自岿然不动”。

这就是我们的学校的草坪，它虽然没有
小花园那么豪华，也没有那些野草那么顽强，
但是在我心中，校园的草坪是最美的！

肥城晓雯音乐学校 李思琪 指导老
师：李丽

校校园园的的草草坪坪真真美美

那天是周末，早上我和妈妈一起出去散
步。看见广场上有许多滑滑板的小朋友，便有
了买滑板的想法。我把想法告诉妈妈，妈妈
说：“好啊，等你今天写完作业我们就出去
买。”

下午，我和妈妈来到了商场，哇！商场里
卖滑板的可真多啊！看得我眼花缭乱，我左挑
右选，终于选了一个最喜欢的。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拿出滑板来滑，没想
到，我连上都上不去，要靠妈妈两只手紧紧地
扶着我才行，上去后也动不了，要靠妈妈牵着
才能往前走，一会累得我满头大汗，我有点着
急不想学了，妈妈说：“学滑板要有一个过程，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耐心，只要坚持才会
学会。”

听了妈妈的话，我又开始努力学起来，终
于可以自己慢慢地走两步了，后来妈妈又想
了一个好办法，让我扶着墙练，没想到这个办
法还真好，用了不到一小时我就练得很熟练
了。

买滑板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们猜我现在
滑的怎么样？告诉你们吧：“我现在滑得可好
了，还能做很多花样呢！”小朋友们，你们也想
学滑板吗？我可以当你们的小老师哦！

晓雯音乐学校尚炜婷 指导老师：李丽

学学滑滑板板可可不不简简单单

近日，晓雯音乐
学校举办了一场双排
键精品音乐会，音乐
会曲目丰富，形式多
样，博得了家长和小
朋友的阵阵掌声。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双排键
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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