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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市家庭教育讲师班上，导师曹坤说
世界上有三大杀伤性最强的武器：一是核武
器，二是金钱，三是口才。其中，口才尤为重
要——好话不一定完全能实现，但损人的话
说多了往往能变成现实，这种现象在心理学
上也是心理暗示的一种。在培训中，云阳幼
儿园的步宛翀主任就多次提到了积极暗示、
正向引导的作用。“正面的引导不仅能够帮助
家长们更了解自己、感悟孩子，打破限制性思
维，还能在积极开放的观念中吸收能量，达到
家校共育的和谐统一。”步宛翀向记者回忆、
分享了几则故事——

自暗示——做最好的自己回想我37岁
以前的人生，其实有很多“低谷时刻”：父母工
作忙，我6岁就上了一年级，几乎吃百家饭长
大；一直优秀的我高考失利；在生活中曾被非
常信任的朋友背叛等等，但是，一直以来我的
负面情绪非常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非常
好的工作机会摆在我的面前，但我大度推荐
给了另一位朋友，因为我永远记得她曾经帮
助过我……也许，在成长中我早就深谙“心理

暗示”的正负向作用：吃百家饭没关系，在频
繁地与人接触中岂不也锻炼了我的社交能力
和沟通能力？虽然高考失利，但我不是选到
了自己喜欢的学前教育专业吗？我一直认同
自己是一个积极独立，有想法，重感情，不管
被挫折压倒多少次都深信自己可以解决的
人。虽然我的个性有些时候力求完美，有一
些敏感，还有时有时无的不自信，但整体来讲
拥有着不抛弃、不放弃、乐观积极的人生。

“不论作为教育者还是作为母亲，最先要
学会的就是自我肯定，要有一颗自我认同的
内心。只有这样，在每一次遇到困难时，才会
站在‘未来我’的角度长远看待问题、矛盾。”
步宛翀如此自信，“‘未来的我’应该会说：‘什
么经历都会过去，我可以！’”她希望，自己这
样正能量的人能在工作生活中感染孩子和家
长，希望他们都知道，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
下，也有看见希望的时候——在高峰时稳定
情绪，在低谷时找出亮点。

他暗示——行为改变人生 我记得镇江
的骄傲、联想总裁柳传志的父亲有一句话：

“只要你是个正直的孩子，不管你从事什么行
业，你都是我的好孩子。”积钱不如教子，父母
不管处于什么阶层，与其给孩子不知何用的
物质财富，不如教给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内
在。我们幼教行业，几乎每个老师都要管理
四十几个懵懂的孩童，部分幼师都觉得非常
辛苦，所以不会闯祸、千篇一律的“乖孩子”就
成了他们的首选，一旦有孩子出现哭闹、不愿
分享、孤僻等问题行为时，“自私”“怪异”“人
来疯”等标签就被粗暴地贴在了幼小的孩子
身上……带班十几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例
子。有的班级师幼关系亲密融洽，家长抢着

帮班级做事，孩子也是言谈自信，开朗活泼；
有的班级教师总是神情严肃，威严感十足，教
出来的孩子唯唯诺诺，一张口就生怕说错话
……比如一个班上的两位搭班老师，A老师
总是说孩子怎么调皮多么笨，家长又是多不
支持工作，A还以过来人身份教导后辈：“选班
级一定要擦亮眼，这种班级不要接！”B老师则
总是在所有人面前夸孩子棒，有爱心，很聪
明，家长素质也高。后来慢慢形成一种现
象：A老师带班时秩序非常混乱，家长也不
愿找她沟通，屡被投诉；B老师带班时，秩
序井然，孩子热情开朗、专注投入，家长们也
愿意找她分享孩子趣事，建立了非常亲密的
家园关系。仔细观察会发现，原来B老师总
能看到孩子点滴进步的细节，她的口头禅也
都是“会自己穿鞋子了，你真棒！”“虽然还是
不愿意开口说话，但是你学会用微笑来回应
别人了，你真棒！”等等满满积极之句……当
一个孩子低到尘埃里，就会明显表现出颓废、
自暴自弃等偏差行为，而当一个孩子无论怎
样都能被老师、被家长悦纳时，就会表现出极
大的自信、热情，还有潜能！

“'‘你xx方面真棒！’这么简单一句，不管
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值得经常挂在嘴
边。”步宛翀说道。

家校共育就像“芝麻开门”，有时候需要
一点点小秘诀：一个充满爱的教育工作者，
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家庭，早早给孩子许
下“你很优秀，你很棒”的诺言，就算将
来遇到困难、挫折，只要孩子想起那
几句简单的话，就能坚持向前
继续奔跑。

“从众”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
心理和行为现象。通俗地解释就是

“人云亦云”“随大流”；大家都这么认
为，我也就这么认为；大家都这么做，
我也就跟着这么做。从众心理是一
种正常的心理现象，世人多少会有。
它不是一种心理缺陷，更没必要为此
感到羞耻。

众理有积极的影响，在食堂排队
打饭的时候因为从众，我们不会插
队；也有消极 的影响，看别

人闯红灯，
因 为 从

众 自
己 也

不遵守交通规则；当

然也有无关好坏的影响，比如网球运
动员都穿白色的球衣。在学习上，看
到别人学，自己也跟着学，这本来是
值得鼓励的，但是下课也坐在位置上
争分夺秒地学，晚上明明很困还熬夜
到凌晨，这样并不可取。在同学交往
上，特别是异性交往上，看到别人交
男女朋友，自己也去找，认为在学校
没有谈恋爱是很丢脸的事。有的中
学生本来不喜欢吸烟，但别人说吸烟
很酷，于是也盲目地走进了吸烟的行
列。在师生关系上，缺乏自我的判
断，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人云亦云的
事情。所以青年盲目从众的行为，容
易让他们沾染不良嗜好，抵制不住不
良诱惑，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生活情趣低级、庸俗，不利于自身成
长。

对于有利的，或者无关紧要的从
众，不必在意，接纳这种心理。对你
的生命、生活有害无利的从众行为则
要避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孤雁南飞，险必随之。与众不
同是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
的，所以，从众是一种自我保
护的心理防御方式。

在从众的时候，要保持
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目光、
独特的视角，进行独立思
考，才能科学从众。

（唐菀莹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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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苗成长正向激励正向激励，，
才能悦纳自己改变人生才能悦纳自己改变人生！！
本报记者 张吴 通讯员 叶应松

你容易从众吗？

2018年12月，实验学校接到
了来自江苏教育报刊总社、江苏
省初中教育专业委员会授予“初
中教学团队建设特色学校”荣誉
称号的通知。这份荣誉，不仅代
表学校初中教学团队建设在全
省范围内名列前茅，更是对学校
多年来注重教学团队建设、打造
名师队伍战略的充分肯定。

以校级名师为载体，促进
学科教学团队一体化建设

自2014年起，实验学校启动
“三自课堂校级名师工作室”创
建活动，致力“名师成长、团队发
展、学科特色”一体化建设。

按照“教师自主申报、学校
学术委员会遴选、教师自愿加
盟”的程序组建名师工作室，这
一做法，给一批在教师群体中有
威望、在学科教学中有建树、在
专业发展中有追求的中青年骨
干教师施以展示自我的平台，激
发了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热情
和愿望。几年来，学校共创建了
5批、39个名师工作室，涵盖了多
门学科，辐射了多个学段。工作
室成员以青年教师为主体，着眼

“合作共同体、研究共同体、成长
共同体”的建设要求，开展“五
个一”活动：每学年阅读一本专
业著作、发表一篇教育教学文
章、研究一项科研课题、参加一
次学科类系统培训，每学期主讲
一次教学讲座、学术报告或执教

一次市级公开课。学期结束，从
教学质量、辐射推广、示范引领、
教科研成果等方面进行一次阶
段性考核；学年结束，面向全校
开展工作室展评活动，进行一次
终结性考核。

学校以“一门学科一位名
师、一位名师一个团队、一个团
队一个课题”为主线，以“三自理
念”打造教学特色，围绕“生命课
堂、生活课堂、生态课堂”的教学
理念，共开展 1项国家级课题、
2项江苏省级课题、30项镇江市
级课题、244项丹阳市级课题研
究，围绕“问题串导学、伙伴
式助学、表现性展学”的“三
自课堂”教学范式，开展广泛
的学科变式探究，促进了整体
教学特色的形成。

以强化措施为保障，优化
学科教学团队常态化管理

有了好项目，严格管理更
关键。为加强名师工作室的管
理，有序推进名师工作室建
设，实验学校设立专项资金，
每年为每个工作室投入1万元以
上专项活动经费，专款专用，
为工作室建设提供充分的保
证；为每个工作室挂牌、配备
办公室和活动场所，提供更好
的学习和工作环境；每个工作
室聘请市级以上的专家顾问，
与对应市级名师工作室打造交
流平台，为工作室提供更多专

业学术讨论的机会；学校开设
“戴伯韬领航班”，让每个工作
室主持人成为领航班学员，实
施拔尖人才培养行动计划，为
他们的专业成长提供更好的机
遇。学校还建章立制，对工作
室规范化管理，出台《名师工
作室建设实施方案》，制定《名
师工作室建设考核细则》，以此
规范名师工作室的组建工作。
通过明确工作室的目标定位、
准入标准、考核效用，使工作
室建设更具规范性。

如果说，严格管理是为了
规范工作室，那么健全各项工
作机制则是为了促进工作室高
效运行。近年来，学校不断强
化职能管理机制，设立名师工
作室领导小组，确立主管职能
部门，促使工作室的运行有宏
观指导和组织保障，有牵头组
织和过程管理，有广泛参与和
民主监督；实行独立运作机
制，主持人为工作室建设第一
责任人，自主负责工作室发展
目标的制定、阶段工作的规
划、过程活动的开展和工作成
效的评估。实施跟踪考核机
制，对每位成员进行跟踪考
核，根据每位成员特点制定有
针对性的培养方案，对优秀成
员施以重点培养，促使每位成
员各展所长、竞相发展。

以教育科研为路径，推动

学科教学团队优质化发展
实验学校按照“以课题研

究为载体，以行动研究为策
略，以工作室工作与教学改
革、学校办学特色相结合为导
向”的建设思路，推动教师专
业成长向研究型发展。

多年来，实验学校建立起
来的名师工作室越来越多，这
些工作室不仅做到了正常运
行，更做出了许多令人啧啧称
赞的成果：许明生物工作室致
力于改革课堂教学、提升学生
生物学科核心素养、培养了一
批研究型教师。工作室项目研
究获江苏省教学成果奖评比中
获二等奖，工作室考核获丹阳
市一等奖第一名；蔡华芬英语
工 作 室 以 镇 江 市 规 划 课 题
《“三自理念”下初中英语

“自主课堂”构建的策略研究》
为载体，打造了一支能思考、
能研究、能辐射的优秀初中英
语教师团队。在镇江市级英语
基本功大赛中有 5人获一等奖，
2017年5月，工作室成功晋级为
丹阳市英语名师工作室；王红
雨班主任工作室以《“三自理
念”下德育管理模式探讨》课
题研究为载体，引领工作室团
队行走在班主任专业化发展的
道路上。工作室成员获镇江市
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竞赛一等
奖 、“镇江市十佳优秀班主

任”称号……不仅如此，徐青
源物理工作室注重初中生物理
错题有效性研究，曹伟丽心理
工作室注重心理活动、心理课
堂、团体辅导、心理问题策略
等系列性研究，孙国忠数学工
作室注重“三自”数学课堂研
究和教学质量的同步提高，夏
华芹信息技术工作室注重校本
课程研究，周金仙美术工作室
注重剪纸、篆刻、儿童画，素
描、色彩、书法、泥塑等学生
社团活动研究，王金芳语文工
作室注重“诗词情景化教学研
究”，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行动研
究或提高了学科教学质量，或
发展了学生的个性特长，或助
推了学校的品牌创建，一系列
的成就感和获得感更增强了工
作室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
力。

学校发展教师，教师发展
学校。几年来，实验学校有力
推行以校级名师为主体，以强
化措施为保障，以教育科研为
路径的教学团队建设，培养了
一批学科领军人物，带动了一
批学科中坚力量，树起了一批
教学团队标杆，为学校打造

“三自教育”特色品牌，推动教
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创新动能
和人才支持。

发掘校本名师资源 打造优秀教学团队
——实验学校教学团队建设综述
通讯员 教宣 徐林鹏

市教育工会：

彰显桥梁纽带作用
提升教工幸福指数

本报讯（通讯员 教宣 方利东）
日前，市教育工会开展了专题调研
论文评比活动，各基层工会围绕

“工会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和载体创
新研究”“工会如何为青年教师创
新创优、成长成才搭建平台”“民办
学校教师、农村教师队伍现状面临
的主要困难、问题和对策建议”等8
个专题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共
撰写了专题调研论文63篇，市教育
工会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遴选出
一等奖10篇、二等奖30篇。

近年来，市教育工会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情系教师”工作方
针，以“不断提升工会干部素质，加
强基层工会建设”为抓手，深入一
线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努力为教职
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形成了
广大教职工的心理认同感、归属感
和幸福感，极大地激发他们参与学
校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
为推进我市教育事业改革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一年来，教育工会先后组织了
庆“三八”拔河比赛、“地税杯”
女职工插花比赛、第九届“实验
学校杯”男篮邀请赛、职工读书
系列活动、趣味运动会等全市性
的活动。各基层学校在各节日前
后，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教职工健
康讲座、义诊、快乐健身等喜闻
乐见的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教职
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凝聚了人

心，提升了人气；2018年春节期
间开展了以“心系教工情，温暖
进万家”为主题的送温暖活动，
走访困难职工家庭71户，累计发
放慰问金6.46万元。《江苏省女职
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颁布后，
教育工会及时组织学习、传达，
并在市总女干部的指导下进行了
专题培训。积极开展特困、困难
职工的帮扶工作，对 3名特困职
工、1 名困难职工完成了建档立
卡；去年3月，共统筹资金200余
万元开展了全市女职工妇女病普
查工作。4月，组织全市3833名在
职女职工开展了“特殊病互助保
障活动”，教育工会投入资金近14
万元。5月，组织两年一次的教职
工体检。

去年，市教育工会积极组织教
职工参与省市评比活动，捷报频
传：实验学校初中语文教研组获

“江苏省巾帼文明岗”提名，职业
中专烹饪组获“镇江市五一巾帼
标兵岗”提名，云阳学校鞠秋红
老师获“镇江市五一劳动奖章”
称号，吕叔湘中学袁晓鹤名师工
作室被授予“镇江市五一文明班
组”，省丹中荆晓虹老师获“我市
五一劳动奖章”称号，正则小学
被授予“我市五一劳动奖章”，华
南实验学校艺术组、新时代幼儿园
行政组获“我市巾帼文明岗”称号。

《教育周刊》投稿邮箱：
1132713237@QQ.COM
联系电话：1589639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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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教宣 肖
亚婷）瞧！虽然天气寒风料峭，
但是在运河幼儿园却是热闹非
凡：小班的孩子装扮成小动物，
在幼儿园里寻找秋冬季节的玉
米、红薯、芋头等等；中班的孩
子走出幼儿园，和小伙伴一起
查看地图，闯过一个个关卡；大
班的孩子和爸爸妈妈一起亲子

互动，走进超市寻找调料，走进
菜场购买食材，用闯关得到的
调料和食材做出了一道道特色
美食……这些都是运河幼儿园
推进幼儿园课程游戏化建设的
一个缩影。

据了解，自 2017年该园申
报的《整合乡村资源，开发幼儿
定向田园运动游戏课程的行动

研究》省级重点自筹课题立项
以来，该园定期围绕课题充分
利用乡村资源，开展了形式各
异、精彩纷呈的游戏活动，孩子
们在游戏中开心地学习、在玩
耍中快乐地成长。

“课程游戏化是孩子通过
生动有趣的游戏来学习，最终
目的是促进幼儿发展。比如孩
子们在地图的指引下，寻找方
向，闯过一个个关卡，这其中需
要体能、智力、毅力，有时候还
需要同伴的相互配合。”丹阳运
河幼儿园园长袁玉清高兴地指
出，在定向运动游戏中，老师、
家长和孩子们一起走向自然，
寻找自然的奥秘；走向社会感
受社会的发展；走向家庭，享受
家庭的幸福，演绎了运河中心
幼儿园新田园教育的全部理念
和追求。

运河幼儿园：
定向运动游戏 助力快乐成长

图为活动现场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讯（记者 张吴 通讯
员 陆丽娜 步宛翀）11日上午，
云阳幼儿园举办首届“感动
2018，优秀家长颁奖典礼”，园
长张秋兰在致辞中表示，教育
是一个持续而多维度的过程，
要达到理想中的教育非常不容

易，孩子的参与、家长的配合与
学校的教育都缺一不可，所以
她非常感谢广大家长朋友的辛
勤付出与全力配合。活动最
后，该园中班年级组教师及家
长先后宣誓，共同为“家园共
育”保驾护航。

云阳幼儿园表彰优秀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