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秦 何

对于全市刚刚上完“空中课堂”的
六年级同学们来说，来自古华中学的钱
雪锋已经是一位熟悉的老师了，在已经
播出的六年级美术课程中，钱雪锋一个
人就上了三节课，占已播课件的三分之
一。全区有两位美术老师受邀参加“空
中课堂”录制，钱雪锋不仅是其中之一，
还受市教委委托，担任美术学科网络
教学资源建设中心组成员，通过网络
指导其他承担“空中课堂”教学任务
的美术教师。从初为人师的“小荷才
露尖尖角”到“今日长缨在手”，从容执
教、荣誉等身的背后，是二十年教育生
涯的执着探索。

自费一年工资买电脑
既能教同学们动画制作技能，也能

指导其他老师网上授课技术，钱雪峰对
于动画和电脑技术及相关教研的兴趣，
要从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说起。

2000年，钱雪峰接到教学任务，开
一节运用信息技术的区级美术公开课。
当时信息技术还远不及现在发达，要在
课件里做出动画效果，是一个很大的考
验。家中没有电脑，问遍身边的同事、朋
友，都没人会。他毅然决定，买台电脑重
头学起，而这台电脑，花了他当时一年
多的工资。电脑是有了，可离独立制作
动画课件还远着。钱雪锋买来专业书籍
开始自学，整整一周，废寝忘食，学会电
脑绘画、编程、配音等，“精诚所至”，终
于做出了教学所需的课件动画，公开课
的反响也特别好。

试水新领域获得多项第一
2007年初，他和古华中学当时的教

研组长徐俊老师，一起商量开发校本教
材。基于当时学校情况，最终把方向定
为版画。经一年教学实践、两个月的汇
编，几易其稿，最终完成了古华中学第
一本校本教材，这也是全区第一本美术
类校本教材。没有报酬，没有版画的专
业背景，有的只是他对美术教学的一份
热爱。从在徐俊老师手把手的教导下学
会版画，到如今他们的版画社团和版画
课程已成为奉贤区的特色课程，2019年

他带队参加由国家教育部主办的“全国
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古华
中学的“韶华版画”社团获得学生艺术
实践工作坊二等奖，这也是我区目前在
该项目中获得的最高荣誉。

在学校里，他不仅承担美术教学任
务，又是教研组长、版画特色课程指导
教师和头脑奥林匹克辅导教师。最近两
年他着重进行关于中小学美术创客课
程的研究。面对全新领域，他查找资料、
讨教专家，最终决定以“广告公司”的模
式来打造古华中学的美术创客中心，
2018年9月，美术创客中心终于建成。
1300多张图片制作一个几秒的动画课件

受疫情影响，全市师生放了一个超
长假期，可钱雪锋的假期既不长也不轻
松。年初六他就接到教委关于“空中课
堂”的录制通知，且要承担一个单元三
节动画制作课的任务。

“空中课堂”上，身着紫色线衫的钱
雪锋老师让不少同学印象深刻，而更令
同学们受益匪浅、蠢蠢欲试的是他那精
致如画卷且通俗易懂的动画课件。光是
课件中一条短短几秒的定格动画，钱雪
锋需要设计、拍摄2000多张照片，最后
挑选 1300 多张制成动画。而这只是三

节动画制作课件总计约 1 小时课程中
一个视频素材。

2月11日深夜，他又接到市教研员
的电话，“鉴于你的信息技术能力强，微
课设计也有自己的心得，想推荐你成为
本次美术学科网络教学资源建设中心
组成员。”既要教学生，也要指导其他授
课老师，时间紧促，他通宵达旦把多年
来对查找教研资料、微课设计、制作、配
音等经验梳理成文。之后的日子里，他
一边备课、录课，一边指导其他承担“空
中课堂”教学任务的美术教师。

钱雪锋说“业精于勤”，只有不断充
实自己，才能在这信息时代不落伍、不
掉队，才能让自己的教学永远与时俱
进；而天道亦酬勤，从教二十年的他，先
后成为市艺术高中新教材编委、《中国
美术教育》杂志社“数字美术研究基地”
特聘研究员、市第四期普教系统“名校
长名教师培养工程”后备人选等；设计
的美术创客课例《个性徽章设计》，入选
2018年教育部“一师一优课”；也相继获
得区嘉奖、区名教师、“滨海贤人”系列
优秀人才名师工作室领衔人等荣誉。

在艺术与技术跨界教研的路上，钱
雪锋老师还在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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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课堂”一小时的背后
——记古华中学美术老师钱雪锋

□记者 凌姗珊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人面临着生
活的困境，需要大家的爱心帮助他们度
过难关。

张如德家位于青村镇桃园村，原本
这是个十分普通的三口之家，虽然家庭
收入不多却也有着平常的幸福。可十五
年前，张如德的妻子脑部突发淤血，为
了给妻子治病，张如德不仅花光了家中
所有积蓄，还欠了几万块钱，尽管如此，
还是没能保住妻子的命。

妻子去世后，父子二人相依为命，
张如德也慢慢把欠的钱还上了，在生活
刚走上正轨时，命运却又给了他当头一
棒。2017 年，张如德查出患了脑动脉
瘤、脑梗、堵塞血管，整个治疗费用需要
二十几万，儿子张海晨只得找亲戚朋友
东拼西凑借钱为父亲动手术治病。张如
德一共兄弟姊妹五人，大哥张桂福告诉
记者：“因为弟媳生病的时候我们没出
过一分钱，人要凭良心的，所以张如德
生病后我和我弟弟妹妹商量，他们说大
哥你想办法，那我也没钱，我就说你们
每人帮他借4万，你们去借肯定比他去
借好借。所以我们姊妹5人就搞了19万
帮他治病。结果花掉了22万，我们当时
听到22万也承受不住，这么多！”

虽然康复出院了，但张如德由于血管压迫了神经，导致
半身无力，说话困难，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也一度无法自
理。因此，照顾父亲、照顾这个家的责任就全由儿子张海晨承
担了下来。“我以前也是在小工厂打工，我爸爸生病了就在家
里照顾，打点散工，他比较稳定了，能稍微自理了，我就自己
网上找了份工作，就基本工资每月2500元。”张海晨说。三年
来，张海晨一直全身心照顾着父亲，这一切邻居们都看在眼
里，隔壁的严桂仙阿姨说：“他家儿子一直照护他爸爸，照顾
到现在，这个小孩真的蛮好的。”

由于尽心照顾父亲，没有稳定的工作，如今30多岁的张
海晨还没有成家，这也是父亲张如德的一桩心事。而张如德
由于还未到退休年龄，还没有退休工资，仅靠儿子微薄的收
入维持父子二人的生活。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张如德放弃
了吃药和后续的治疗。

张海晨说：“吃药的话每个月 2000 多元，药都挺贵的，
他要省钱，为了我省钱，现在就等于在没有吃药的状态
下，如果复发的话就不知道了。”而张桂福更担心侄子的状
况：“现在我侄子思想压力也挺大的，他现在一个年轻人，
叫他怎么还钱？又要照顾他爸爸，张如德看看钱也没有了，毛
病也不去看了。”

今年开春，张如德家的屋檐下，来了两只燕子筑窝，俗话
说，“燕子不进愁家门”，张如德一家也希望他们家能像燕子
这样迎来新的生机。张海晨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父亲
后续的治疗再维持下去，希望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能够伸出援
手，帮他们一家减轻经济负担。

爱心热线：上海市红十字会热线电话52120999

□记者 凌姗珊

日前，市民金女士在乘坐奉贤二
路公交车时，不慎摔了一跤，没想到
摔得还挺严重，当场就起不来了。不
过所幸在公交车司机和交警的帮助
下，及时送医院得到救治。

公共视频显示，市民金女士在解
放东路人民路站点从前门上了奉贤
二路公交车，而正在此时，司机为了
避让一名行人，采取紧急制动，金女
士由于手里提着许多东西，没有及时
抓住扶手，一下子摔倒在车厢，周边
好心乘客把她扶在座椅上，可金女士
的伤势没有得到缓解，公交车司机当
即决定向路上正在执勤的交警求助，
马上送金女士去医院。

公安奉贤分局交警支队一中队
民警杨杰说：“之后我就警车开道把
她送到了奉贤区中心医院，找了个担
架把她扶上去，送进急诊室，联系好
她家属，我走的时候她在拍片。”

奉贤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安全科
科长杨建安向记者表示：“我们公司
觉得驾驶员的处理方式比较合理，也
要感谢民警一路上的帮助。”

经诊断，金女士确诊为尾椎骨骨
折，事后，金女士也向司机的尽责和
交警的帮助表示了感谢。

□记者 吴口天

进入5月，上海的天气也开
始热了起来，容易诱发一些危及
生命的疾病。记者从奉贤区中心
医院了解到，该院的胸痛中心30
小时内便收治了6位心梗患者。

在区中心医院的CCU病房
里，前几天因急性心肌梗死进来
的宋阿伯的精神状态已经好多
了。据CCU护士称，阿伯送来医
院的时候状态非常差，情况危
急。宋阿伯告诉记者，那天天气

有点闷热，他正好在田头干农
活，大约 9 点左右，宋阿伯突然
觉得头有点晕，心口有点闷。“我
们老人不懂得，就觉得休息会再
干活应该就没事了。到10点多的
时候，我已经痛到没知觉了。”宋
阿伯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些
后怕。所幸家属发现不对，立刻
送医，才将宋阿伯从死神手中救
了回来。

另一个病床上的吴先生，则
是在户外工作的时候突发心梗。
当时正在开车的吴先生，突然胸

闷，身体出汗，手开始发麻。他警
觉地意识到这可能是心脏出了
问题。“我以前没有这个症状，而
且我有高血压，就怀疑是不是要
心梗了。”好在吴先生马上靠边
停车，自己拨打了120来到医院。

“实际上，像宋阿伯、吴先生
这些患者，多半都是以前没有症
状，由一些诱因，突发心肌梗
死。”而这些诱因，有可能是因为
天气关系。区中心医院心内科主
任乔增勇告诉记者，这几天，胸
痛中心平均一天收治三例心梗

患者，较前段时间确实有所增
加。乔增勇建议，在天气骤热骤
冷的情况下，市民还需实时增减
衣物，并保持好的心情，会减少
危及生命的疾病发生的可能性。

而上海即将入夏，天气也会
越来越热，在此，乔增勇也提醒
广大市民朋友，夏天气温增高，
不可忽视突发心梗，一旦出现胸
闷、胸痛、心慌等症状，应立即就
地休息，若症状持续不缓解，要
及时前往医院就诊或立即拨打
120，避免延误最佳治疗时机。

□记者 乔 欢

5月20日是世界计量日，今
年的主题为“计量精准战‘疫’、
助力复工复产”。当天，奉贤区市
场监管局在西渡街道启动计量
日宣传活动。

在连城商业广场，不少市民
都带着电子秤来进行现场校对，
有的甚至推着超市手推车，一下

子搬来了十几台。工作人员利用
标准砝码，对小商户主动送来
的电子秤现场进行检定，检定
合格的电子秤当场加贴强检合
格标识。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
与计量监督管理科相关人员表
示：“集贸市场等我们基本上每
年都会强制检定，但很多小商户
可能意识不强，也不会主动上

门。我们就在西渡开展启动仪
式，对西渡地区小商户开展免费
的强制检定工作。”

据介绍，奉贤区地域范围
广，小商户数量众多，经营点分
布较为分散，电子秤的使用数量
庞大。然而，小商户的计量法制
观念较为薄弱，普遍缺乏主动送
检的意识，造成电子秤的强检覆
盖率不高，给消费市场留下了隐

患。在上周的突击检查中，执法
人员就发现了一台私自改装过
的电子秤，可以篡改重量。

这里也要提醒市民，贸易结
算用的电子秤必须经过强制检
定才能使用。使用未经检定或检
定不合格的电子秤属违法行为。
另外，在用电子秤的铅封被破坏
或铭牌缺失的同样视为不合格，
请及时更换。

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

专 栏

为
儿
省
钱
父
亲
中
断
医
疗

期
盼
爱
心
人
士
伸
出
援
手

“你们店的电子秤准不准？”
——西渡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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