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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多岁老人的生活应该是
怎样的？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
90 岁多难得，应该在家颐养天
年，但是，在吕城镇蔡塔村，有一
位94岁的退休老教师，他仍然发
挥余热，帮助他人，关爱学生
……他就是丹阳市运河中心小
学退休教师——庞立人，一个用
爱和坚持书写了一生的普通教
育者。

人退志不退，从教60多年
早已桃李满天下

已经 94 岁高龄的庞立人，
至今还会在空闲时去看看学校
里的孩子们。人们不禁疑惑：一
位退休30多年的老教师，为什么
30 年如一日的关爱身边的孩
子？庞老曾说过：“只要我站得
动、说得动，我就不会放弃走上
讲台的机会。”他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

1943 年 2 月，庞立人经人介
绍，在访仙镇几所小学代课。
1947年 8月考取丹阳师范，毕业
后被分配到访仙镇邵巷小学任
教。在30多年的教育岗位上，庞
老培养了一批批年轻一代，在坎
坎坷坷的道路上迎来桃李满天
下。任教期间，庞立人几次被评
为优秀教师和工会积极分子，曾
担任过中心校校长、中学教导主
任、总务主任等职。

1982年 10月，庞立人光荣退
休，在欢送仪式上，他动情地说：

“我实在不甘心离开三尺讲台，
真想再教它二十年书！”经过郑
重考虑，他主动要求担任运河中
心校校外辅导员。从此，退休后
的他更忙碌了：读书看报、搜集
整理材料，骑车赶往各个学校，
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教育，
关心下一代的茁壮成长，使之成
为祖国的栋梁之材。

2004年国庆期间，庞老的大
儿子因患食道癌在南京住院化
疗。庞老匆忙赶往医院探望照
顾大儿子。那段日子里，他照顾
儿子的同时，心中还放不下教育
工作，在大儿子身边呆了五天，
他竟趁儿子睡觉的点滴时间写
出了一份三四千字的讲稿；2005
年 3月 20日，他又完成了一份题
为《忆往昔，看今朝，展未来，做
新世纪的可靠接班人》的宣讲
稿。在运河中心校宣讲时，他的
情绪显得非常激动，话语十分激
昂。可是，不少教师都在流眼
泪，因为他们知道，庞老师的大
儿子刚刚去世一个多月，他是带
着巨大的悲痛来给孩子们讲课
的呀！校长担心他承受不了，几
次暗示他少讲点，或是休息休息
再讲，可是他却越说越激昂，在
会场上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高
潮……其实，那时庞老心中已根
本没有了痛苦和悲伤，他已经忘
掉了一切，心中唯有孩子们。

据不完全统计，30 多年来，
庞老到各校作辅导报告达180多
场次，听众达 40000余人次。除
此以外，他还到工厂、农村党支
部上党课 30余次，出黑板报 200
余块。正是那样火热的工作热
情，使庞老曾多次得到丹阳市、
镇江市关工委的表扬和奖励。

关心下一代，把余温送给最
需要的人

走进庞老的家，最先映入眼
帘的便是琳琅满目的西山墙，墙
上除了自 1996年以来庞老的各

类获奖证书及参加表彰大会的
合影照片，还张贴着辅导计划、
给青少年的倡议书、有关他的先
进事迹介绍的报纸等。

庞老是个“热心肠”，他常常
给贫困学生捐款，经常到运河敬
老院为孤寡老人送去袜子、毛巾
等生活用品。八十大寿时，他要
求儿孙简朴地为他过生日，把节
省下来的钱为敬老院老人每人
购买了一件棉大衣。但其实，庞
老的经济比较拮据。早几年，老
伴生病治疗花了很多钱，他平时
的生活十分简朴，自己在吃穿上
从不肯多花一分钱，可只要是哪
里发生灾难，他总是毫不犹豫带
头捐款：1998 年湖北发生水灾，
他立即向灾区捐款一千元现金，
并一下子买了一百套儿童服装
寄到灾区；2008 年 5 月 12 日，当
得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的
不幸消息，庞老捐赠学生学习用
品、特殊党费等共 3000元，次年
南方几省受冰冻灾害，庞老购买
太空被衣服等物品共1000多元；
玉树地震，庞老也向吕城镇党委
捐献了一千元善款，并写倡议书
号召大家为玉树地震灾区同胞
献爱心；2013 年雅安地震，他又
将 1000元捐款送到了吕城镇政
府组织科……

满满爱心，比比皆是。正是
有了庞老的言传身教，使得他的
后辈也都成了“有心人”。庞老
的儿子庞伟芳是运河中心小学
出了名的“老黄牛”，是全体师生
心目中的好教师，在生活中也是
善待他人、孝老爱亲，还和庞老

一起支持、参与村里修路等各项
公益事业。孙女庞玉霞以自己
的爷爷为荣，现已成长为一名优
秀的人民教师。2006年，孙子庞
涛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军人，庞老
对他说：“我希望你以服务人民、
贡献社会为己任，接好我的班！”
孙子没有辜负爷爷的殷切期望，
工作后多次“履行”爷爷的教诲，
为孤寡老人送去温暖。

庞老的家庭先后被评为“敬
老模范家庭”“十佳五好家庭”

“丹阳市优秀教育世家”，儿媳张
泉珍被推荐为丹阳市“十佳五好
家庭”的 20名候选人之一，他本
人则多次被评为镇江市关心下
一代工作先进个人、丹阳市十佳
老干部、丹阳市最美老干部、丹
阳市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吕城
镇优秀党员。他的先进事迹先
后在《丹阳日报》《镇江日报》《新
华日报》等数十家报刊刊登，在
丹阳的大街小巷流传，感动了万
千老百姓，也感染了每一个人。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
党、为人民多做好事是无限的。
我要用有限的生命多做好事！”
这就是庞立人。他用余热温暖
着被他关心帮助的所有人，也温
暖着我们的社会！

用余热温暖他人，照亮下一代
——记运河中心小学退休教师庞立人
本报记者 菀滢 通讯员 教宣

用心用情谱写幼教之歌
——记胡桥中心幼儿园园长庄建英
本报记者 菀滢 通讯员 教宣

“干教育，特别是幼教，就要有
饱满的热情和强烈的事业心、责任
感踏实工作，尤其是要立足于本职
岗位，兢兢业业，求实创新，才能推
动幼儿园发展上升到更高的层
次。”这是胡桥中心幼儿园园长庄
建英铭记在心的一段话，也是她用
心“经营”幼儿园的箴言。

干一行钻一行，在教育路上不
断前行

庄建英，1994年从江苏省丹
阳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胡桥中
心小学任教，担任学校教研组长，
2001年，被任命为丹阳市胡桥中
心幼儿园园长。初来乍到，幼教的
概念对庄建英来说可谓是“模模糊
糊”，那时的庄建英经常会思考：园
长究竟是什么？怎样做一名好园
长？

有人说：“一名好园长就是一
所好幼儿园。”园长就是幼儿园的
灵魂，就是全体教师和幼儿的榜
样。庄建英担任园长后，把她的生
活完全融入到了幼教事业中。她
从最基础的幼儿园教师工作日常
做起，她觉得，幼教必须要有更专
业的知识和能力，不断更新思想观
念和教育理念，因此，庄建英对自
己提出：知识要向更宽领域拓展，

专业要向更深处延伸。以《幼儿园
园长的专业标准》来严格要求自
己，虚心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
业能力。与此同时，庄建英面对工
作重点的多元化，开始纵览全局地
思考问题，针对如何促进幼儿园的
发展、如何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等问
题，她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记得刚来的第一年，全园三
个班，几十个学生，三个老师，算上
我，也就是‘四个臭皮匠’了，现在，
通过不断的努力、精心的管理，幼
儿园规模不断扩大，师资不断增
强。”庄建英憨笑道。近年来，庄建
英带领教师们积极创建了“江苏省
优质幼儿园”“江苏省课程游戏化
项目园”“镇江市教育现代化学校”
等，在这些荣誉的背后，是庄建英
放弃了无数的节假日和晚上的休
息时间换来的，规划幼儿园内涵发
展、研究园所特色建设、指导教师
教育教学等，无不倾注了她大量的
心血和汗水，每天都是来得最早、
走得最晚。她带头撰写论文、教育
随笔，认真参与教师的项目组、教
研组活动；在幼儿园大家庭中，任
何时候，无论碰到多大困难、无论
有多大的委屈，庄建英始终保持着
积极的工作状态、高度的责任感和
强烈的事业心，以一股充沛旺盛的

精力和工作的激情，以坚韧不拔的
毅力和永不满足的个性，投入到
学、看、听、思中去，她始终坚持“没
有最好，只求更好”的工作目标，不
断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时时刻刻
做一个明眼人、明心人、明理人，以
自身讲奉献、作表率的行为影响着
教职员工，引领着幼儿园良好的师
德师风。

丰富学校内涵，让幼儿园成为
一张亮丽的名片

教师是幼儿园发展的核心竞
争力，树立“教师发展第一”是胡桥
中心幼儿园坚定不移的理念，庄建
英通过园本教研、专家引领、外出
培训、坚持阅读等多种途径、采取
了面向全体、分层推进、突出重点
的策略，帮助教师找准最近发展区
和生长点。教师的基本功比赛、综
合素质考核、优质课评比等成为园
内的常态，促进了教师专业能力的
发展，一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起
来。

庄建英一直带领团队坚持以
游戏为主要形式，在“儿童本位”理
念的引领下，通过创设适宜的室内
外环境、丰富幼儿的游戏材料、科
学观察解读幼儿，优化了幼儿园课
程，大胆放手，使孩子们拥有了更

广阔的游戏
空间、更充
足 的 游 戏
时间、更丰
富的游戏材
料。幼儿园
自创的幼儿
故事、歌曲、舞
蹈在市级刊物上
比赛中获得二、三等
奖，百余多人次的幼儿绘
画作品在国家级、省市级刊
物上获奖或发表，使孩子们
真正成为了学习的小主人，各方面
能力都得到了发展。

在思考顶层设计的同时，庄建
英也在着力打造幼儿园办园特
色。结合胡桥幼儿园现有的资源，
庄建英确立了“让每一颗种子自然
生长”的办园理念，以“开心农场”
为实践载体，通过创设自然生态的

“田园”文化环境、构建“农场实践、
农场童趣、农场乡情”的“三味”田
园课程、培养“三师合一”的“田园”
教师队伍，来打造“娃娃家、田园
乐”的办园特色，有效地促进幼儿
园的内涵发展。2016年4月，胡桥
中心幼儿园被确立为“江苏省第三
批课程游戏化项目园”；《“娃娃家、
田园乐”——园本课程建设的实

践研究》获得了“丹阳市优秀教学
成果奖”，2017年获得“丹阳市内
涵发展创新项目成果奖”，多次接
待了外省、市教师的参观学习；研
究课题《娃娃农场：基于“活教育”
的案例研究》被列为2018年江苏
省规划课题……

“德润人心，文化天下”是庄建
英的座右铭，她从事幼儿园管理工
作近二十载，每每听到孩子们亲热
地喊她“园长妈妈”时，她总会心头
一暖。今后，她还将带领胡幼人继
续发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精益
求精的工作态度，克难奋进，进一
步提升保教质量，丰富内涵建设，
使胡桥幼儿园成为丹阳学前教育
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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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老师您好，我家孩子男孩14岁了。
孩子在班里总是和同学们的相处

当中处于被动，并且有话不敢说，忍
着，总是回家来跟我说，不会跟同学们
相处。

今天孩子跟我说，在学校同学们
对他进行语言攻击，孩子觉得很委屈。

当时我没说话，只是心里不高兴，
我一时之下就和孩子说：孩子你别忍，
和那个同学说你不高兴了，或者攻击
回去。

老师，作为妈妈这么和孩子说对
吗？请您指点我好吗？谢谢！

孩子这样的行为肯定与我们父母
有关，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怎么做才能
培养出孩子在别人面前敢表达自己的
心里话呢？

答：
你好，我觉得，单单就对这一件事

情，孩子没必要去吵。
欺负孩子的同学很明显，是没有

礼貌，不讲道理的。
你和这种人讲道理，你觉得会有

用吗？你和这种人发生肢体冲突会有
效吗？

家长要分辨出什么事情，值得去

争辩什么事情不值得去争辩。
如果孩子是被同学侮辱欺负了，

那你让孩子勇敢地去还嘴还击是正确
的。

因为这个涉及到尊严的问题。
但是像你说的这些去改变其他小

孩的认知，这是很难的。
换句话说，其他的孩子连他的家

长都教不好，你的孩子两句话能把他
劝住吗？

另一方面，孩子不善与人相处，没
自信，倒需要我们家长去帮孩子培养
稳定的同伴关系。

比如你同事的孩子，朋友的孩子，
或者是同一个小区的孩子，年龄相仿，
性别不限，都是可以的，然后父母和孩
子同伴关系的那个小朋友家长建立好
稳定的关系。

有一些家长他们会用的方式，
比如说孩子生日，或者是节日的时
候，给自己的孩子买礼物，同时也会
给对方孩子准备一份礼物，这样子
的话，就可以初步建立一个同伴关
系，之后邀请对方参加生日会，彼此
经常组织家庭活动一起出游等等进
一步稳定关系。

家长与家长之间形成纽带，孩子
与孩子之间也会搭成伙伴，自然就学
会相处之道了。

孩子不善与人相处如何引导？
近几年，青少年心理

健康问题呈现出上升的趋
势。据专业问卷调查表
明，我国小学生中有异常
心理问题倾向的比例是
16.4%，有严重心理行为问
题的比例是 4.2%；初中生
中有异常心理问题倾向的
比例是 14.8%，有严重心理
行为问题的比例是2.5%。

赵平平老师接触过不
少儿童和青少年。她表
示，近年会发现社会上有
心理疾病的人群数量明显
上升，一方面是社会对心
理疾病的认识增加了，以
往叛逆期、更年期这些容
易出现心理问题的阶段，
很少人进行心理干预治
疗；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
的因素，是现在的社会压
力增大。那么，青少年在
哪些情况下需要及时进行
心理咨询呢？赵平平老师
向记者列举了以下七个方
面：

1、当青少年觉得孤
独，内心想法想要抒发，但
无法与家长和老师沟通交
流时；2、学习、生活、情感

压力过大，例如学习挑战
太大、同学相处不良、生活
伙伴失信等，而使你觉得
有点胸闷难受、心区疼痛
（但到医院检查又查不出
身体问题）、焦虑不安、容
易发火、心情忧郁、失眠
时；3、当你与父母的亲子
沟通无法顺利进行，学习
成绩下降等，那你或许要
和父母一起来进行心理咨
询；4、不管什么原因，如果
你觉得自己被某种不良心
情压抑超过两周时间，并
且这一情况还在持续；5、
当你对某些特定的物体和
行为，例如：与人交往困
难，怕猫狗，或者当你面对
一些社会场景（例如广场、
商场），或者没有特定对象
场景的情况下，你都觉得

焦虑不安，甚至呼吸困难，
心跳加速时；6、当某些行
为，例如反复关煤气，或者
当你对于某一事物的思维
反复顽固出现而无法摆脱
时；7、遇到被非礼、父母离
异、自然灾害、威胁等突发
事件之后一个月，仍然经
常被这些事件的记忆干扰
你的生活，甚至经常发生
噩梦、哭泣等情况，那可能
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建
议进行心理咨询。

赵平平老师还表示，
当遇到心理问题时，及时
进行疏导都可以痊愈，部
分严重问题，单纯心理咨
询可能解决不了的，则需
要配合一定的药物治疗。

“军人征战讲究战机，农民播种讲
究时机。同样的，家庭教育也要求家
长形成正确的教养观念，掌握切合的
教育方法，合理利用教育资源，针对孩
子的心理特点，在有效的时间内对孩子
进行教育。”谈到家庭教育，就职于新区
幼儿园也是丹阳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成员的郦晓燕老师开门见山，“在教育
孩子时，许多家长有过这样的困惑：有
时明明很耐心地和孩子讲道理，可孩子
就是不听；有时总是按捺不住脾气，觉
得到最后还是‘胖揍’奏效；有时很羡慕
别人家的孩子，觉得那才叫‘好孩子’；有
时甚至想把孩子塞回去‘回炉再造

’……说到底，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家
长不知如何智慧教育，即用赞美、
表扬引导孩子、影响孩子、教育
孩子！”

所以这次“家校共育”的
主题就是教教家长，用

“肯定欣赏”代替
“指责评判”，学
会“黄金五步赞

美法”，在家庭教育中
做“智慧妈妈/爸爸”。
第一步：找准事实，即表

扬要具体，表扬得越具体，孩
子越容易明白哪些是好的行为，
越 容易找准努力的方

向。
“比如当孩子

从幼儿园回到家，开心地

告诉你‘妈妈，我今天和小朋友玩得可
高兴了！’这时，家长们要抓住关键点，
可以这样回应‘哦，那妈妈祝贺你，今
天你又多了一些好朋友，还和他们愉
快地玩游戏，不错哦！’”郦晓燕举例道，

“家长切记敷衍地泛泛而说‘儿子/女儿
好棒啊！’到底棒在哪里了？孩子却一
无所知。”

第二步：表达感受，即当孩子向家
长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家长们及时地向
孩子表达出自己对此的感受，如果是有
利于孩子进步的事，会使他们从心底更
接受之前的行为，更加坚持地去做。

郦晓燕举例幼儿园里学写名字一
事：当大班的孩子认真写下自己的名
字，拿给家长看时，家长们可以说：“宝
贝，你的名字写的就像你的人一样，认
认真真、堂堂正正。”这么说会让孩子
从心底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名字和书
写是十分认同的，“特别男孩子，日积
月累接受到这样的‘信号’，他会更加
努力地写好字做好事，也会更加爱自
己，将来定会做一名勇敢、认真的男孩
子。”

第三步：询问做法，即当孩子跟家
长讲述一件事情时，家长们适时问一
句：“儿子/女儿，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家长的“好奇一问”让孩子感受到原来
爸爸妈妈也要向我“讨教”呢，特别内
向的孩子，特别受用。而孩子讲述的
过程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逻
辑思维和社会交往能力，也在讲做法
的过程中了解自己的优点，体会不足。

“还是拿写名字来说，孩子们讲完
自己是怎样写出后，家长可以适当鼓
励‘哦，原来你握笔的姿势很准确，坐

姿很工整，所以才把自己的名字写的
这么好啊！’得到家长们的肯定，孩子
就更加认同自己做得好的地方，并能
坚持做下去了。”郦晓燕引经据典，“陶
行知的《小孩不小歌》唱道‘人人都说
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
孩子，你比小孩子还要小’。”

第四步：表达感恩，即鼓励孩子带
着一颗真诚的心去感谢别人，能促进
孩子逐渐形成积极的人生观，建立健
康的心态。

“比如学龄前儿童最主要的活动
与学习方式——游戏。”郦晓燕引导
道，“当孩子告诉家长自己学校和小伙
伴分享玩具时，家长引导孩子‘你和小
伙伴们分享玩具，那其他的小朋友以
后也会和你分享，你就会有越来越多
的朋友，越来越多的玩具玩啦。’‘儿
子/女儿，你看老师多好，你要多谢谢
她们，多亲亲她们！’”短短一段话，饱
含了家长们的赞美，孩子们也从中获
得了认同与成长，无形中建立了良好
的亲子关系、师幼关系和同伴关系，学
会在交往中尊重他人并获得尊重。

第五步：充值自我，即教孩子学会
感恩他人，更要教孩子感恩自己。

当孩子第一次学会独自用餐时，家
长们要赞美：“孩子，你要感谢自己，你勇
敢地独立吃饭，不挑食，妈妈为你感到
骄傲！”当孩子第一次参加跳蚤市场当

“老板”，顺利卖出一件玩具时，家长们要
赞美孩子：“孩子，你要感谢自己，你把自
己的玩具介绍得那么好玩，还跟客人演
示玩法，客人都夸你介绍得好呢！”当孩
子尝试垒高，不断失败，不气馁，坚持到
底终于成功时，家长们要赞美孩子：“孩

子，你要感谢自己，因为你的不怕困难、
善于动脑、勇于尝试，获得了成功，妈妈
也要向你学习！”鼓励孩子感恩自己能
迅速提升孩子的自我价值感，促进孩子
积极向上发展……“人生如行路，一路
向前，一路风景。最美的风景，不在终
点，而在路上。”郦晓燕呼吁道——

每个人都渴望得到肯定，孩子更是
如此。

正面的语言不仅会拉近亲子的距
离，还能最大限度使孩子积极起来，加
倍努力。

家长朋友们，学会“黄金五步赞美
法”，付出艺术的语言，得到无限的成长。

做智慧家长，从
学会赞美开始。

做智慧家长，从学会赞美开始
本报记者 张吴 通讯员 叶应松

哪些情况下，青少年需要心理咨询？
本报记者 唐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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