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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个高职生的升职神话

课  前  提  示

1. 你觉得领导一般喜欢什么样的员工？

2. 工作后，为了升职，你会怎么做？

课  堂  学  习

词   语

1 高职 gāozhí （名） highe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高职生　

2 神话 shénhuà （名） myth, mythology
神话故事　升职神话

3 就业 jiù//yè （动） to obtain employment, to get a job
就不了业　就业率　就业机会　就业人数

4 形势 xíngshì （名） situation, circumstances
国际形势　就业形势

5 严峻 yánjùn （形） serious, severe
形势严峻

6 回音 huíyīn （名） reply 
没有回音

7 初试 chūshì （名）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通过初试　初试合格

8 面试 miànshì （动） to interview, to audition
通过面试

课  前  课  前  提  示提  示

课  堂  学课  堂  学 习习

词   语词   语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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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轮 lún （量） (used for things or actions that rotate) round
第一轮考试　（排球比赛）打了一轮　一轮明月

10 考察 kǎochá （动） to inspect, to investigate
考察学校　考察市场　
实地考察　仔细考察　科学考察
（1） 一支考察队来到这里考察，发现了一种非

常少见的树。
（2）我们会认真考察每一位选手。

11 人力 rénlì （名） manpower
人力物力

12 资源 zīyuán （名） resources
旅游资源　人力资源　资源丰富

13 实习 shíxí （动） to do fieldwork, to do an internship
去公司实习

*14 万万 wànwàn （副） (used in the negative) absolutely, by all means

15 紧急 jǐnjí （形） urgent, pressing, critical
情况紧急　事情紧急　任务紧急　
紧急命令　紧急通知
（1）情况非常紧急，赶紧想办法吧。
（2） 学校紧急通知 :“因为天气的原因，校运

动会推迟举行。”

16 招聘 zhāopìn （动） to engage through public notice, to recruit
招聘经理

17 员工 yuángōng （名） staff
招聘员工

18 不满 bùmǎn （形） resentful, discontented
对……不满　很不满　不满的情绪　不满地说    
（1）不要总是对现实不满。
（2） 经理要求这个星期六还要上班，员工们听

后都很不满。

19 学历 xuélì （名） record of formal schooling
研究生学历　学历很高

20 前台 qiántái （名） front desk
酒店的前台

21 接待 jiēdài （动） to receive, to admit
接待人员　接待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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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登记 dēng//jì （动） to register, to enter one’s name
登记住址　去登个记

23 簿 bù （名） book, notebook
登记簿

24 封面 fēngmiàn （名） cover (of a book)
书的封面

25 打印 dǎyìn （动） to print
打印资料

26 简介 jiǎnjiè （名） brief introduction
个人简介

27 客户 kèhù （名） client
国内外客户

*28 稍微 shāowēi （副） a little, a bit, slightly

29 业绩 yèjì （名） achievement, accomplishment, exploit
公司的业绩　业绩不错

30 占用 zhànyòng （动） to occupy
占用时间　占用床位

31 各位 gè wèi everybody, you all
各位来宾

32 众人 zhòngrén （名） everybody
众人的目光

33 销售 xiāoshòu （动） to sell
销售汽车　销售经理　销售业绩　销售量
销售出去
（1） 我们店这种汽车已经全都销售出去了。
（2） 张平是我们公司的销售经理，他的销售业

绩在我们公司是最好的。

34 份额 fèn’é （名） share, portion
市场份额　占（有）份额

35 了不得 liǎobudé （形） terrific, extraordinary
了不得的大事

36 脱口而出 tuō kǒu ér chū to blurt out

37 佳 jiā （形） good, excellent 
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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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称号 chēnghào （名） title, designation
“最佳员工”的称号

39 奖金 jiǎngjīn （名） money award, bonus
发奖金　领奖金　扣奖金

40 年底 niándǐ （名） end of a year
今年年底

41 述职 shù//zhí （动） to report on one’s work 
述职报告

42 限制  xiànzhì （动、名） to place (or impose) restrictions on; restriction, confinement
（动）受到限制　进行限制　加以限制
限制时间　限制字数　限制人数
严格限制　限制得很厉害
（名）有限制　毫无限制
人数的限制　年龄的限制
（1） 我妈妈限制我每个月的零花钱不能超过

500 元。
（2）在你们国家，年轻人结婚有年龄的限制吗？

43 下载 xiàzài （动） to download
下载资料　下载下来

44 堆 duī （动） to pile up, to heap up
堆雪人　堆起来

*45 说不定 shuōbudìng （动、副） to be not sure; perhaps

46 保险 bǎoxiǎn （名、形、动）insurance; secure, reliable; to be bound to
（名）上保险　医疗保险　一份保险     
（形）很保险
（动）保险没问题 
（1）公司给每个员工都上了一份医疗保险。
（2）靠别人没有用，最保险的还是靠自己。
（3）你七点半从宿舍出发，保险不会迟到。

47 年终 niánzhōng （名） end of a year
年终总结

48 宗旨 zōngzhǐ （名） aim, purpose
公司的宗旨

49 扉页 fēiyè （名） title page
书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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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目录 mùlù （名） table of contents
教材的目录

51 提要 tíyào （名） abstract
论文的提要

52 正文 zhèngwén （名） main body (of a book, paper, etc.)
论文的正文

53 数据 shùjù （名） data
准确的数据

54 图表 túbiǎo （名） chart, diagram, graph
清晰的图表

55 漫画 mànhuà （名） caricature, cartoon
一幅漫画

56 展示 zhǎnshì （动） to show, to display
展示图纸　展示出来

57 不良 bùliáng （形） bad, harmful
不良现象　不良影响　不良情绪　消化不良

58 思路 sīlù （名） train of thought
思路清楚　打断思路

59 创意 chuàngyì （名） creativity, originality
有创意

60 岗位 gǎngwèi （名） post, job
应聘（秘书的）岗位

61 空缺 kòngquē （动） to be vacant
岗位空缺

62 人选 rénxuǎn （名） candidate
合适的人选

63 创造 chuàngzào （动） to create
创造世界纪录　创造条件　创造良好的环境　
创造出来

64 惊叹 jīngtàn （动） to wonder (at), to marvel (at)
令人惊叹　惊叹不已

专  有  名  词

1 杨丽 Yáng Lì name of a person

2 新加坡 Xīnjiāpō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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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文   

一个高职【1】生的升职神话【2】

杨丽高职毕业那年，就业【3】形势【4】很严峻【5】。寄出几十封求职信后，只有

一家公司给了她回音【6】。

通过初试【7】和面试【8】后，杨丽进入了最后一轮【9】考察【10】：在人力【11】资源【12】

部实习【13】3 天。部长交给杨丽一个任务：整理公司去年的一些文件，然后再把文

件保存到电脑里。

杨丽忙了一天，下班前好不容易才完成了工作的大半。万万【14】没想到的是，

正在这时，突然接到一个坏消息：总公司紧急【15】通知暂时停止招聘【16】新员工【17】。

“这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参加实习的其他人纷纷表示不满【18】，而杨丽则一句

话都没说，一个人仍然在办公室里忙来忙去。部长客气地对她说：“真不好意思，

让你白忙了一天……下班了，快回家吧，明天就不用来了。”

杨丽说：“没关系，活儿没干完我心里不放心，明天上午就整理好了。”

两个月后，在一个小店打工的杨丽接到一个电话，是那位部长打来的。他对

这个“傻”求职者印象深刻，公司重新开始招聘时，他第一个电话便打给了杨丽。

学历【19】不高、毫无工作经验的杨丽被安排在前台【20】做接待【21】员。上班第

一天，杨丽就换掉了那本已经非常破旧的登记【22】簿【23】，换上一个大本子，封面【24】

是她自己打印【25】的公司简介【26】。因为公司很大，部门非常多，公司没有要求前

台接待员必须记住所有部门的电话号码。可为了节约接待时间，她花了几个晚上，

课   文   课   文   13-2



7

第 13 课　一个高职生的升职神话

把所有部门的电话号码都背了下来。

一次，几个新加坡客户【27】到公司来谈合作，杨丽请他们在大厅稍微【28】等一

会儿。客户们谈到对这个新合作伙伴的业绩【29】不太了解。杨丽听了，立刻很有

礼貌地说：“如果可以的话，占用【30】各位【31】一点儿时间，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本

公司的情况。”

在众人【32】惊讶的目光里，杨丽把公司近几年的销售【33】业绩的增长、市场份

额【34】等情况介绍得非常清楚，等销售经理过来的时候，客户们把杨丽大大地称

赞了一番：“你们公司真是了不得【35】啊，普通员工对公司的业绩都能脱口而出【36】，

我们对这样的企业很有信心……”

一年后，“最佳【37】员工”的称号【38】和奖金【39】落在了这个前台接待员头上。

每年年底【40】，员工们都要写述职【41】报告，总结经验，提出建议。当杨丽开

始写述职报告时，老员工们都说：“你这么认真干什么！公司对述职报告没有做任

何限制【42】，你从网上下载【43】两三篇，改改就行了。你想想，整个公司的报告加

起来有上千份，堆【44】起来比老板的个子还高，他怎么可能一份一份地看？说不

定【45】他只是随便看一两份，其他的都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你花那么多时间干

什么！按我们说的去写，保险【46】没问题。”

一周后，杨丽拿出了一本像杂志一样既有文又有图的年终【47】总结。彩色封面

上是公司的宗旨【48】，扉页【49】上是目录【50】和提要【51】，正文【52】分别是“我的工

作”、“我的看法”和“我的建议”，每部分都有详细的数据【53】和图表【54】，还用

漫画【55】展示【56】了公司存在的不良【57】现象。

三天后，老板把杨丽叫到办公室说：“你的年终总结我看了四遍，你看问题很

准确，思路【58】清楚、有创意【59】，但我更欣赏的是你对工作的责任感。正好有一

个部门经理的岗位【60】空缺【61】，我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62】。好好干吧！”

进入公司的第三年，杨丽升职成为部门经理，大家都为她创造【63】的升职神话

而惊叹【64】。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0 年第 9 期，作者：卓然。有删改。）

课文注释

高职生：指参加完高考后，分数线没有达标，没有被国家教育部认可的高等院校的本科和专科录取

的学生，在拿到高中毕业证书后，去高等职业学院直接学习技能，这样的学生被称为高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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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  点  例  释

（一）万万
3 3

没想到的是……

“万万”，副词。意思是绝对、无论如何。做状语，修饰动词。只用于否定句。常用在

“不、没”等否定副词前，强调否定。也可单独用“万”。与“万”相比，“万万”多

用于口语，语气也更强烈。例如：

（1）这件事非常重要，万万不可马虎。

（2）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孩子，万万不能跟陌生人走。

（3）今后万不能这样做了，太危险了。

（4）我们万没想到，他竟然带着钱逃走了。

  即时练习

◇ 用“万万
3 3

（万）”完成句子或对话：

1. 明天的会议非常重要，你　　　　　　　　　　。

2. 　　　　　　　　　　，今天就是开学的日子了，我还以为是明天呢。

3. A：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给他们举行纪念活动？

B：他们都是国家的英雄，为了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　　　　　　　　　　。

4. A：你为什么这么感激他？

B：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　　　　　　　　　，他竟然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借给了我。

（二）……总公司紧急通知暂时
3 3

停止招聘新员工。

“暂时”，名词。表示某种情况或状态只在短时间内存在，不会持续很久。做定语常带

“的”。不能重叠。例如：

（1）这段时间很忙，我可能暂时去不了你那儿了。

（2）因为条件不允许，我暂时放弃了那个计划。

（3）我暂时在这儿住几天 , 等天气稍微暖和一点儿后再回去。

（4）那只是暂时的现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5）困难是暂时的，以后一定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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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时练习

◇ 用“暂时”完成句子或对话：

1. 你的行李要是实在没地方放的话，你回国期间，行李　　　　　　　　　　　　。

2. A：这几天你用钱吗？真不好意思，我向你借的那笔钱这几天可能还还不了你。

B：没关系，　　　　　　　　　　　　，那笔钱你过几天还也没问题。

3. A：不管您怎么说，我还是不同意您的计划。

B：算了，太晚了，明天我们再找时间继续谈，今天　　　　　　　　　　　　。

4. A：唉，我们现在没有房子，没有钱，什么都没有。

B：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切我

们都会有的。

（三）参加实习的其他人纷纷表示不满，而杨丽则
3

一句话都没说，一个人仍然在办公

室里忙来忙去。

“则”，连词。表示对比，有时有转折的意思，相当于“却”。书面语。例如：

（1）有人说，婚姻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则想出来。

（2）我们几个人的个子相差不多，他则比我们高出不少。

（3）父母认为玩游戏很无聊，而我则感到乐趣无穷。

（4）遇到困难，我退缩了，妹妹则勇敢地迎了上去。

  即时练习

◇ 用“则”完成对话：

1. A：你觉得男人和女人有什么不同？

B：在我的意识里，男人是负责挣钱的，　　　　　　　　　　　　。

2. A：安娜和阿里的出勤情况怎么样？

B：安娜的出勤情况令人满意，　　　　　　　　　　　　。

3. A：结婚后，中国女性和英美国家的女性都继续使用自己的姓吗？

B：中国妇女在婚后继续使用自己的姓，　　　　　　　　　　　　。

4. A：过春节的时候，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习惯吃的东西完全一样吗？

B：不完全一样，南方人通常要吃年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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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次，几个新加坡客户到公司来谈合作，杨丽请他们在大厅稍微
3 3

等一会儿。

“稍微”，副词。表示时间短暂、数量不多或程度轻微。在其所修饰的动词或形容词后

面常常带着“一点儿、一些、一下、一会儿”等词语。动词后如果没有“一点儿、一

些、一下、一会儿”等词语，常常需要重叠。例如：

（1）汤有点儿淡，再稍微放一点儿盐吧。

（2）她的生日比我稍微晚一些，在下个月。

（3）这篇课文我已经复习得差不多了，再稍微看一下就行了。

（4）今天运动的时间还不够，我们再稍微多跑一会儿吧。

（5）这电视有点儿靠后，稍微往前移移。

（6）校长马上就来，请你稍微等一等。

  即时练习

◇ 用“稍微”完成对话：

1. A：我们继续干吧。

B：我累得很，　　　　　　　　　　　　。

2. A：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

B：　　　　　　　　　　　　，你再换件大点儿的吧。

3. A：这次你考得怎么样？

B：这次考试我考了 85 分，比上次　　　　　　　　　　　　。

4. A：你觉得这个问题他能回答出来吗？

B：　　　　　　　　　　　　，还是换一个简单一点儿的吧。

（五）……堆起来比
3

老总的个子还
3

高……

“还”，用于比较句，表示进一层，强调肯定的语气，构成“比……还……”格式，后

接的动词或形容词做谓语。例如：

（1）没想到她比她妈妈还喜欢打扮。

（2）她比我大好几岁，但她显得比我还年轻。

（3）我确实跑得慢，可你跑得比我还慢。

（4）今年来中国学习汉语的留学生比去年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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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时练习

◇ 用“比……还……”完成句子或对话：

1. 我学了两年汉语，他只学了一年，可　　　　　　　　　　　　。

2. A：他让父母这么伤心，父母以后还会管他吗？

B：对父母来说，孩子　　　　　　　　　　　　，他的父母肯定不会不管他的。

3. A：你的房间太乱了，我们去小王的房间吧。

B：他从来不打扫房间，他的房间　　　　　　　　　　　　。

4. A：这次你考得这么好，一定超过小李了吧？

B：这次我考得确实不错，但　　　　　　　　　　　　。

（六）说不定
3 3 3

他只是随便看个一两份，其他的都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说不定”，主要的意思和用法有：

A. 副词。表示估计，可能性很大。例如：

（1）你再不出发，说不定就来不及了。

（2） 这次的聚会有很多人参加，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吧，说不定还能碰上一个自己喜欢

的人呢。

B.  动词。意思是估计不准确，说不好。做谓语。主语一般是“谁”这样表示虚指的词

语。例如：

（3）他什么时候能回来，谁也说不定。

（4）她到底能不能参加这次会议，现在还说不定。

  即时练习

◇ 用“说不定”完成对话：

1. A：都过了半个小时了，他还会来吗？

B：　　　　　　　　　　　　，咱们别等他了。

2. A：你们中有谁知道到底在哪儿考试？

B：你去问一下小王吧，　　　　　　　　　　　　。

3. A：雨都下了一天了，什么时候能停呢？

B：　　　　　　　　　　　　。

4. A：你说今天要带伞吗？

B：还是把伞带上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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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按
3

我们说的去写，保险没问题。

“按”，介词。意思是“按照、依照”，表示动作行为遵从某种规定、条件或标准来进

行。与名词、名词性词语构成介宾短语做状语。例如：

（1）学校运动会将按期举行，希望报了名的同学都能按时参加。

（2）按惯例，我们学校圣诞节不放假。

（3）按他给我提供的地址，我很快就找到了他的家。

（4）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自己希望的去做。

（5）总经理已经同意了你的计划，就按你的计划去做吧。

  即时练习

◇ 用“按”完成对话：

1. A：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女的 18 岁就可以结婚了，中国呢？

B：　　　　　　　　　　　　。

2. A：如果租您的房子的话，必须一次性付清一年的房租吗？

B：　　　　　　　　　　　　。

3. A：你看，车的速度这么慢，能按时到达吗？

B：　　　　　　　　　　　　，肯定要迟到。

4. A：每隔 8 个小时吃一次药，千万别忘了。

B：妈，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　　　　　　　　　　　　。

课  堂  练  习

（一）根据课文内容判断对错：

（　　）1. 对于杨丽来说，能够得到那个实习机会非常不容易。

（　　）2. 总公司的紧急通知下来后，其他的实习者都很不满，而杨丽的表现

                 却与他们迥然不同。

（　　）3. 杨丽知道以后那个公司还会招聘，所以故意想给部长留个好印象。  

（　　）4. 其他的老员工对述职报告都很重视。

（　　）5. 杨丽为述职报告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　　）6. 杨丽的升职，别人认为是非常神奇的。

课  堂  练课  堂  练 习习



13

第 13 课　一个高职生的升职神话

（二）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

1. 在公司重新开始招聘时，部长为什么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杨丽？

2. 杨丽在成为前台接待员后，做了哪两件事情？

3. 杨丽为什么得到了新加坡客户的称赞？

4. 为什么其他老员工建议杨丽通过下载的方式写述职报告？

5. 老板为什么任命杨丽为部门经理？

（三）课堂讨论：

1. 你觉得杨丽为什么能够创造这种升职神话？

2. 从杨丽创造的这种升职神话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东西？

（四）课堂活动：

活动一

词语比赛

课文中提到在公司中，有一个部门叫做“人力资源部”，除了“人力资源部”，你还知

道公司中哪些部门的名字？四人一组进行比赛，看哪个小组说得又对又快又多。

活动二

调查一下班内同学对如何才能升职的看法。

要求：四人一组，角色轮换调查，要求调查对象根据重要性依次列举出三个影响升职

的因素，并简单说明或解释，最后整理出本小组的调查报告。

下面的词语可以帮助你表达：

进行职业规划　确立职业目标　职业发展计划　短期目标　中期目标

长期目标　成功要付出代价　有多大的付出，就有多大的收获　本职工作

出色　份外事　组织能力　管理能力　表达能力　善于团结上下级

团队精神　亲和力　自律　严格要求自己　加强时间观念　公私分明

沟通　尊重公司文化和制度　忍耐　实力　钻研业务

扩  展  阅  读

发光并不是太阳的专利

“我现在想的就是，认真过好每一天，不要抱怨生活……”前不久，北京某大

学一位普通的楼管走上了讲台，讲述《一个平凡的故事》。 

这个名叫齐明会的楼管在网上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教九大叔”，尤其是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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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网的论坛上，“大叔”已经是网上红人。

“教九大叔”个子不高，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话语不多，淡淡的微笑，一看到

他就想起了老实的农民。“忠厚，老实，善良，勤勤恳恳，还会上网。”学校物业中

心主任刘宏进这样评价。 

一个失物招领帖引来空前关注 

失物招领在许多同学看来已经很常见，可“教九大叔”的一篇帖子却引起了强

烈的关注，一天之内点击量达 2714 次，回帖量达 389 篇，创造了校园网的传奇。 

前不久，齐明会以“教九楼”的 ID 在校园网上发布了一则失物招领启事，寻

找 1700 元现金的失主，还附有两张现金照片。让同学们吃惊的是，楼管大叔居然

也上校园网了，还附上一张严肃的证件照做头像。 

帖子发布后的第一天，没人来认领。大叔很着急，更让他着急的是他的帖子竟

然不见了。“没有帖子怎么找到失主？”大叔想到给管理员发站内信，并给校园网

后台发了一封邮件。多方联系后，这则帖子终于重新出现在论坛上。 

终于，在帖子发布后的第三天，一名心理系的女生看到了校园网上的信息，并

通过大叔的反复询问，拿回了本以为丢失了的钱。 

“当我前去教九认领的时候，楼管大叔的态度真的很好，并提醒我要小心保管

自己的财物，让我很受感动。”失主事后在网上写了封表扬信。 

发光并不是太阳的专利 

“发光并不是太阳的专利，你也可以发光。”齐明会在他的个人博客上这样自我

介绍。在许多同学看来，他确实做到了。 

“教九大叔”齐明会来自河北农村，只有初中文化，但他一直保持着学习知识

的热情。在中国人民大学当保洁员时，他报名上过夜校，在“新东方”学过英语，

后来在辅仁大学又报名学习《新概念英语》，还做了一段时间的英语家教。 

九年前来到现在的大学时，身为保洁员的“教九大叔”向部门领导提出了一个

条件，“每天可以学习一小时的电脑”。大叔不光买书、买光盘自学电脑，还从学生

那儿拷贝软件。开始时连开机都不会的他，现在已能熟练掌握 Word 和 Photoshop

等软件的操作。今年，大叔自行检修、重装系统，把机房淘汰的电脑重新利用了

起来。 

没有照相机，大叔就用摄像头拍下失物照片，然后上传到网上。“虽然图片不是

很清晰，但效果已经达到了。” 

今年 2 月，“教九大叔”以“教九楼”的 ID 注册了，从此在校园网上经常可以

看到“教九大叔”的证件照。大叔除了发布失物招领启事，提醒同学注意假日期间

的财产安全外，他还经常跟同学分享自己的工作心情。“我在校园网上有 ID，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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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见也可以到那里去提”成了他新的口头禅。 

原创《教九工作手册》 

学校教九楼有 20 间教室和一个可以容纳 400 人的报告厅。从早上 6 点半开始，

打开楼门迎接广大学生进楼学习，到检查完每间教室的卫生水电，大叔忙完一天

的工作，几乎得到晚上 11 点半。大叔住在教九楼地下室的宿舍里，每天工作完后，

他就会动手操作学习电脑知识，同时上校园网发帖寻找失物主人，经常忙到夜里两

三点。 

“别人想不到的事，希望自己能先想到。”这是大叔对自己的要求。 

教九楼的储物柜里摆着一些没人来认领的伞，下雨时大叔就把伞借给没带伞的

同学，第二天同学再把伞还回来。可是，让大叔奇怪的是，柜子里的伞越来越多。

原来有些同学拿错了雨伞，就把拿错的别人的伞送到了教九大叔这儿。 

夏天，身体不好的女孩子容易晕倒，教九大叔就提前准备一些红糖水。 

大叔还专门写了一本《教九工作手册》，里面写着大叔多年的工作心得和经验

总结，都是大叔亲手写作并打印装订成册的。大叔同时也把手册放到了自己的博客

中，“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多为同学们做一点儿好事。” 

在《教九工作手册》中，除了一些管理办法外，还有一些对突发事件的处理。

例如，下雨天、下雪天，提醒工作人员贴上“小心路滑”、“小心摔倒”等小提示；

刮风的天气，提前关好窗子；下楼梯急的同学，扭伤了脚，教他们如何处理…… 

大叔用这种主动热情且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方式影响着身边的人，尤其是校园里

的学生，他们把这个普通人当成了自己的榜样。 

打开校园网上有关大叔的帖子，经常可以听到对大叔的赞叹声：“我们办学生活

动，其他教学楼楼管没什么好脸色，教九大叔很好，每次都很热心。”“我们考研的

时候，教九是全校唯一一个能学习到 12 点的教学楼，我们什么时候离开教九，你

什么时候休息，‘爱岗敬业，认真负责’，用到你身上是一点儿也不过分！” 

网友“绿色心情”在校园网上留言说：“教九大叔虽是平凡的人，做平凡的事，

但这种简简单单的平凡却如此的真实，真实得足以让我们感动！” 

（一）阅读短文判断对错：

（　　）1. 那次失物招领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　　）2. 校园网的管理员发现失物招领的帖子不见后，主动联系了“教九大叔”。

（　　）3. 在找到失主后，“教九大叔”严肃地批评了马虎的失主。

（　　）4. “教九大叔”的英语水平还算不错。

（　　）5. 九年前，“教九大叔”根本不会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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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由于“教九大叔”的电脑水平还不算高，学生如果有意见还无法在

网上向他提出来。

（　　）7. 教九楼每天晚上 11:30 按时关门。 

（　　）8. 遇到下雨时，“教九大叔”常常免费借伞给学生。 

（　　）9. 冬天，“教九大叔”还为女学生准备了红糖水。

（二）根据短文内容，在 A、B、C 中选择正确的答案：

1. 下面哪个对“教九大叔”的描述是错的？（　　） 

A. 个子不算高  B. 性格外向

C. 在校园网上很有名 D. 会上网 

2. 下面哪个跟那次失物招领有关的描述是错的？（　　） 

A.“教九大叔”是第一次上校园网

B. 认领的过程并不顺利 

C. 他的帖子被人故意给删掉了

D. 最后找到了失主 

3. 在校园网上“教九大叔”没有做过什么事情？（　　）

A. 提醒同学注意财产安全

B. 分享工作心情 

C. 发些没什么意义的帖子

D. 要求同学还伞 

4. 为什么“教九大叔”睡得很晚？（　　）

A. 要学习英语和日语

B. 教九楼的学生很多，要和他们聊天儿

C. 既要学习又要继续工作

D. 报告厅打扫完需要很长时间，然后还要打扫厕所 

5. 下面哪个关于《教九工作手册》的内容是正确的？（　　）

A.“教九大叔”免费发放《教九工作手册》

B. 可以上网查询 

C. 主要是供学生使用的

D. 是“教九大叔”跟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制作的 

（三）理解短文后回答问题：

1.“教九大叔”为什么能得到大家的尊敬和喜爱？

2. 从“教九大叔”的身上，你能学到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