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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课程游戏 点亮精彩童年

界幼：
本土资源开发利用成效彰显
本报记者 菀滢 通讯员 教宣 袁丹

骑行区、沙池边、涂鸦墙、滑
梯上、绿茵地……孩子们神情专
注、开心游戏。日前，丹阳市幼
儿园半日开放观摩活动在界牌
幼儿园举行，全市 200 多名园长
及骨干老师走进这所省级品牌
幼儿园，观摩了孩子们的晨间活
动和区域活动，听取了该园的创
意美术《我设计的汽车》和“本土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项目活动分
享《消防车》，据该园园长景清华
介绍，幼儿园一直坚持“以美育
人，育人以美”的办园宗旨，从儿
童视角出发，充分挖掘各种本土
资源的潜力和深层次价值，创造
性地开展课程游戏化活动，帮助
幼儿更深刻地去感受、去领略、
去体验家乡的风土人情，从小培
养他们继承和发展家乡优秀文
化的胸怀和能力。

“边角料”进校园，我们
不一样
界牌中心幼儿园位于华东

丹凤实验小学开
展普法教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偶小玲）
为进一步深化“12.4”全国法制
宣传日以及宪法日的精神，日
前，丹凤实验小学举行“阳光
下法制伴我们成长”未成年普
法教育讲座。
讲座中，专业律师向师生
介绍了法律以及司法机关的
相关内容，并以案释法，通过
视频和案例让同学们更加清
晰地了解相关具体案情。同
学们对于不良行为的具体形
式以及平时比较常见的不良
行为均进行讨论和发言，也表
示今后在生活以及学习中应
当摒弃不良行为，做一个合法
的小公民。

《教育周刊》投稿邮箱：
1132713237@QQ.COM
联系电话：15896391166

汽配城中心地带，灯具汽配制造
业发达，随处可见的工业边角料
在从前都被当成垃圾进行处
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界牌家
家户户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些工
业元素，该园另辟蹊径，尝试通
过将废旧的工业边角料进行组
合、拼接、排列等多种方式重新
组合，让幼儿亲身体验，感知家
乡的变化，激发幼儿爱家乡、爱
祖国的情感，从小树立做家乡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理想。

工业边角料，玩出新花
样
“别的没有，这些东西我们
很多，扔了也是扔了，不如拿到
学校里。”小（2）班东东家奶奶边
说边拎着两袋插件交给了老
师。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中提出，要利用幼儿喜闻乐
见和能够理解的方式萌发幼儿
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本着
“教育来自生活，回归于生活”的

原则，该园通过专家指导、头脑
风暴、情景式教研、观察与反思
等方式孜孜不倦地寻求松散件
材料的开发与利用的途径。家
长知晓后主动提供废旧资源，将
废旧的轮胎、灯具、零件等送入
幼儿园，家长们极大地支持了幼
儿园的工作，为接下来活动的开
展做了良好的铺垫。
创意区角游戏。该园将界
牌自然风景、界牌产业文化与界
牌新村等资源引入幼儿园，创设
缩小版“水城威尼斯”、爱迪生工
作室、界牌灯具城、光与影、百变
灯箱等符合各年龄段幼儿的区
角游戏。将界牌本地特色融入
新的生命活力，以此来发展孩子
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使孩子学
会关注生活、热爱家乡。
趣味户外游戏。幼儿园将
界牌汽配、灯具等优势资源引入
幼儿园的户外活动中，以年级组
为单位开展“户外环境中的本土
资源利用”的讨论，结合幼儿的
兴趣及年龄特点，利用纸箱、轮
胎、汽车装配件开展了“我是交
通警”
“小小消防员”
“灯城之光”
等游戏活动，不仅给孩子们带来
了快乐的时光，更启迪了儿童的
智慧、锻炼了儿童的身心。2017
年至今，该园先后承办了两次第
三批指南实验园大组活动与小
组活动，向全镇江市共 300 余名
教师展示了如何开发与利用工
业边角料，把本园的本土资源的
利用推到一个新的起点。

资源巧利用，我有我的
“样”
该园根据本地、本园的实际
确立了“长江情”
“灯具之乡”
“界
牌新村”
“界牌的桥”
“乡情风俗”
“界牌美食”六大主题活动，还通

过“走出去”发放调查问卷、走访
社区、绘制社区资源利用地图，
进行了春游、长江远足、走进菜
场、慰问敬老院、逛新村、参观消
防中队等活动；还有“请进来”，
建立家长资源利用库，邀请灯具
厂工程师、派出所警员、消防中
队等志愿者开设志愿课堂，丰富
孩子们的体验，也使家园共育更
上一层楼。
2016 年 ，该 园 成 功 申 报 了
江苏省学前教育学会课题《基于
本土文化资源利用的幼儿园主
题活动研究》，2018 年 9 月，进一
步申报了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
五”规划课题《本土资源融入园
本主题活动的实践研究》，该课
题已成功立项，并已进行开题活
动。连续三年，该园家长满意度
达 96%以上，对教师的满意度达
100%。同时成功创建了江苏省
二星级档案室，通过江苏省优质
园复评，获得江苏省巾帼示范
岗，凭借“本土资源开发利用”内
涵创新项目成功入围 2018 年江
苏省课程游戏化推进观摩会现
场 之 一（全 市 仅 9 家 幼 儿 园 入
围），多名教师在省市级学前教
育基本功、优质课比赛中获奖，
使得幼儿园本土资源的开发利
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界牌幼儿园将每一个角落
都精心设计成为孩子们的开心
乐园，不错！”近日，江苏省政府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徐
泰来带领督查组成员走进界牌
幼儿园，对该园坚持贯彻课程游
戏化，全面落实“去小学化”工作
表示了肯定，认为界牌幼儿园正
如其 logo 图案所寓意的那样，孩
子在幼儿园会像小鱼儿一样在
大自然的拥抱中自由、快乐地成
长，
体验美丽童年、美好人生。

尊重生命成长规律 呵护孩子幸福童年
——珥陵中心小学承办全市小学学校发展共同体研训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教宣 王伟
平）14 日，丹阳市小学学校发展
共同体研训活动在珥陵中心小
学举行。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尊重
生命成长规律 呵护孩子幸福
童年”。近年来，珥陵中心小学
以培养“自立”精神为目标追
求，确立了“自主发展，享受教
育”的办学理念，通过自立课
程、自立课堂、自立评价、自立
德育、自立教师来提升学生“健
体自强”
“ 交往自信”
“ 学习自
主”
“生活自理”
“管理自治”，从
而为每一个学生终身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
自立德育强调规范。学校
积极构建适合学生健康发展的
德育文化，将陶行知教育思想、
校训、
“ 三风”等做成文化标识
布置在校园内，构建富有科学
特色的班级文化，实施“中华经
典诵读”系列活动，通过读、品、
赛、查，体验诵读经典的快乐。
学校依托班主任队伍做好日常

德育工作，构建德育主阵地，通
过开展多样的校内外德育活
动，
提升学生德育实效。
自立课堂符合规程。学校
面向每一个学生构建出适合学
生潜能发展的自主型课堂模
式，实现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
的根本转变，形成人人参与的
课堂学习状态，通过课堂评价
及时判断出学生的学习情况和
掌握程度，用宽松和谐的课堂
氛围和灵活多变的组织形式，
使每个学生能真正以积极的心
态和饱满的热情投入课堂。
自立教师崇尚规矩。一直
以来，学校对教师提出自尊、自
爱、自主、自强、自信的“五自”
要求，围绕省陶研会研究课题，
积极开展“德育案例”
“ 学科案
例”
“教育随想”
“习题案例”
“观
察日记”为主题的教科研沙龙
活动，同时加强“带研制”
“导师
制”
“协作制”的深入实施，为教
师创造宽松进取的工作环境，
为学生创设愉悦、和谐、奋发向

上的学习氛围。
自立课程遵循规律。学校
每周开设的“兴趣课程超市”是
孩子们的乐园，设置的课程学
习领域包括人文类、艺术类、运
动类、生活类等多样的不同的
学习内容，为孩子的全面发展
提供了可能。以美术课程来
说，各年级都有学习侧重点，在
音乐方面，课程中包括合唱、舞
蹈、二胡、葫芦丝、小提琴、大提
琴、古筝等，让孩子们的综合素
质在校本课程中得到提高。
自立评价体现规则。学校
在学生的个性化评比中更关注
人文关怀，目前已经建成了“学
生日常活动信息档案系统”，从
学生、教师、家长三方面及时记
录每一位学生的日常表现，并
参照相应的评价标准开展十佳
之星评比和优秀集体的评比。
印制《家校联系手册》，用来记
录家庭作业布置情况、联系等
项、为家长与教师提供了交流
的窗口。

教育快讯
匡小家委会护校队为学
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本报讯（通讯员 殷丽君）为
了更好地做好学校安全工作，
日
前，
匡亚明小学成立了家委会护
校队，每天早晚分两组执勤，保
证学生有序出入。
据了解，
护校队成员身穿交
警反光背心，佩戴统一的“志愿
者”袖标，站立在校门口两侧大
道上巡视执勤。执勤结束，
志愿
者们还在 QQ 群中讨论讲述自
己的心得感受，
有的还向学校提
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
充分彰显
了家委会成员的主人翁精神。

界牌中心小学开展教师
文体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陈留红）
为丰富教师文化娱乐生活，
缓解
压力，凝聚积极乐观的正能量，
12 月 12 日下午，界牌中心小学
教师齐聚操场，
以办公室为单位
开展教师文体活动。活动项目
有合力吹气球、踩石过河接力，
每个项目都需要办公室成员的
配合，
活动凝聚了办公室成员的
向心力。活动现场气氛活跃，
掌
声、加油声、笑声不断。
通过这样的文体活动，
提高
了教师的幸福感，
营造了生动活
泼、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

后巷实验学校开展观影
育德活动
本 报 讯（记 者 菀 滢 通 讯
员 汤英俊 丹北宣）10 日晚，后
巷实验学校组织全体教职工开
展了观看教育电影《嗝嗝老师》
的师德教育活动。
后巷实验学校外来民工的
孩子较多，
这更需要老师们用心
去关爱与指导，
走进孩子们心的
世界，
才能读懂他们。通过这次
主题观影活动，
激起了后校老师
们心灵深处的暖流，
也给了老师
们更多的思考。

八中举行纪念“12.9”运
动朗读比赛
本报讯（通讯员 八中宣）为
了纪念
“12.9”
运动,帮助学生养成
读书、
诵读的良好习惯，
培养人文
精神和爱国情怀，
提高学生的文
化素养，
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
第
八中学于 12 月 9 日下午，举行了
以“朗读者——触动我们心灵的
语言”
为主题的朗读比赛。
本次比赛给学生提供了一
个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缓解
了学生学习压力，
丰富了校园生
活。校领导与家委会成员、学生
代表为本次比赛评选出了一、
二、三等奖。

选择积极，
选择快乐
本报记者 张吴 通讯员 黄正平
家校共育之

护苗成长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
男孩，参加完学校的运动会，
兴高采烈回到家里，他的父
亲问：
“是不是拿了第一名
啊。”小男孩说：
“ 没有，是第
二名。”父亲好奇地问：
“ 那你
还这么高兴？”男孩眉飞色舞
地回答：
“ 哎呀，你不知道，第
一名被我追得有多惨。”

“假如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和
这个小男孩一样，我相信，你一
定是一个快乐的人！”新区实小
心理老师张沪花笑眯眯地告诉
记者，成功与失败，有时只在一
念之间。对此，我们大多数人是
很无力的。幸运的是，对人对事

的态度，
倒是可以自主选择。
著名成功学家希尔也曾说
过：
“ 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
异，但这种很小的差异却往往造
成巨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就
在于自己的心态是积极的还是
消极的，巨大的差异就是成功与
失败。”这一观点，最初是一名犹
太心理学家弗兰克，推广到大众
当中的。二战期间，弗兰克的父
母、妻子、兄弟都死于纳粹的魔
掌，他本人则在集中营里受到严
刑拷打。有一天，他独处于囚室
之中，突然意识到了一种全新的
感受，那就是：在任何极端的环
境里，人们总会拥有一种最后的
自由，那就是选择自己态度的自
由。
在集中营，弗兰克对难友们
说，一个人极端痛苦无助的时
候，他依然可以自行决定他的人
生态度。于是，在最为艰苦的岁
月里，弗兰克选择了在脑海中不
断憧憬自己被释放以后该如何

站在讲台上，把这一段痛苦经历
介绍给自己的学生。凭着这种
积极思维方式，他在集中营里不
断磨炼自己的意志。最终，弗兰
克不仅经受住了环境的考验得
以幸存，并且还开创出了自己独
具一格的心理学流派。
“这就是积极态度的力量。”
张沪花反问记者，
“生活中，我们
是避免不了困难和挫折的。那
难道我们就该选择抱怨吗？”记
者细想，确实如此：根据数据统
计，每个人、每天，大约会产生 5
万个想法。如果拥有积极态度，
那么我们就能把这 5 万个想法
转换成正面的能源和动力；如果
我们的态度始终悲观和消极，那
么这 5 万个想法自然变成负面
的障碍和阻力。消极的人，他们
抱怨环境，
“ 周围的一切看起来
都那么讨厌，那么不如人意”，在

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渐渐不
可能积极行动，也就无法避
免遭受失败的厄运；相反，积极
的人，他们总用最乐观的精神支
配、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要积极
行动起来，我将越来越快乐”，于
是成功搭载上了“马太效应”，一
切都蒸蒸日上。
“成功、成就永远属于那些
抱有积极心态并付诸行动的
人。”张沪花呼吁孩子们，
“ 消灭
自己的消极想法，不要因为暂时
的失意而生活在沮丧和阴影
中！人的终极自由，是心灵的自
由，而心灵自由的本质，是能够
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了积极，
就等于选择了快乐——任何时
候，快乐都是给自己和
他人的最好的礼物。
”

心理课堂

孩子要不要报培训班
本报记者 唐菀滢

现如今，兴趣班、学习班越来越多，五
花八门。作为孩子的父母，首先需要培养
孩子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这将帮助
孩子在学习生涯中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
学习任务。在学有余力的基础上，尊重孩
子意愿的前提下去选择喜欢的兴趣班，不
盲目地报班。其实，家长可以这样给孩子
“补习”
：
一是补习惯而非补学科。家长把孩
子交给培训机构无非图省事，不用自己辅
导作业了。但孩子的不良习惯没有得到
根本转变，良好的学习习惯需要家长亲力
亲为科学地培养，
谁也代替不了。
二是补能力而非补知识。孩子学习
成绩不良，原因是学习能力差，根源是生
活独立自理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欠缺，而
这些只有父母在生活中给予培养。

三是补思维而非多解题。孩子某门
学科薄弱，是其条理性、逻辑性、抽象性、
具体化等思维品质的直接体现。这些首
先得由父母引导孩子在实践做事、活动游
戏、阅读拓展中得到历练和提升。
建议家长先从孩子“爱不爱、会不会、
能不能”学习三个角度分析状况，如果真
要给孩子补习，也要选择办学规范、资质
过硬、师资优秀的正规校外培训机构。

丹阳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 特约
丹 阳 市 心 理 救 助 与 咨 询 中 心 刊登
公益免费咨询
全程保密

心理咨询热线 86556662
地址：丹阳市青少年宫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