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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对每个
考生来说都是一道关口，

因此考生之间的竞争是
不可避免的。在这
段时间，考前的紧
张气氛几乎对每
个考生都是一
种 无 形 的 压
力。丹阳市
未成年人成
长指导中
心 赵 平
平 老 师

结合近日接
触的学生案例发

现，有部分学生一想到
所剩无几的时间，一想
到气氛庄严的考场，他
们会手心冒汗，心跳加
速。因此良好的心态是
考试取胜的重要法宝。

怎样调整考前
心态，赵平平老
师总结了十
种技巧，可供
参考。

一 、强化
自信

良好的自
信能提高高考成

绩，是考生考前备
考及以最佳状态应
考的基础。经过
几轮的强化复

习，多次的测
验、模拟考

试下来，有的考生会出现信
心不足的心理。因此，相信
自己，是高考成功的前提和
基石。

不管你现在是成绩拔
尖，还是跟别人有一定差距，
千万别忘了每天都带着信心
起床。不论个人情况怎样，
每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
足。有的同学基础扎实根底
深，不论考试如何变，都能游
刃有余；有的同学思维灵活
敏捷，有一定的创新思维，理
解能力强，对考创新的活题
尤为适应；有的同学阅读面
广，视野开拓，心理素质好，
抗挫能力强，善于超水平发
挥。不管怎样，在考试前夕，
对于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不要
过多自我责备，要多看、多
想、多忆自己的长处和潜力，
激发自信心。

每一个有杰出成就的
人，在其生活和事业的旅途
中，无不以坚强的自信为先
导。希尔顿是世界酒店大
王，现在他的酒店分支机构
遍布世界各地，但他起家时
仅有200美金。是什么使他
获得成功呢？希尔顿回答
说：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自
信”。

可见，信心孕育着成功，
信心能使你创造奇迹。拿破
仑说：“在我的学典里没有不
可能这一字眼。”正是这种自
信激发了他无比的智慧与潜
能，使他成为横扫欧洲的一

代名将。
在现实中，
自信不一

定能让
你成

功

的话，那么丢失信心就一定
会导致失败。很多成绩优秀
在同学在考试中失利，他们
不是输在知识能力上，而是
败在信心上。

二、优化情绪
人的学习生活中，情绪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
像染色剂，使人的学习生活
染上各种各样的色彩。有这
样一个故事，有个老婆婆非
常疼爱她的两个女儿，这两
个女儿均为小贩，一个卖雨
伞，一个卖布鞋，这个婆婆晴
天担心大女儿的伞卖不出
去，整天哭泣，雨天又担心小
女儿的布鞋卖不出去，又整
天泪流。街邻叫她哭婆婆。
后来一位先生开导她说：“我
为你感到高兴。晴天您的大
女儿的伞卖得好，雨天小女
儿的鞋卖得俏。”婆婆听后，
脸色马上转阴为晴，由哭到
笑，街邻又叫她笑婆婆。哭
婆婆变为笑婆婆的故事说
眀：同一件事，看问题的角度
不同，情绪就不同，结果就两
样。变换角度看问题，情绪
自然调整过来了。在迎考复
习和考试中，要学会转移情
绪，将自己的情绪调整到最
佳状态。在情绪紧张的时
候，听听轻音乐，哼哼小调，
或伸伸手，弯弯腰，摇摇脖
子，扭扭屁股；或漫步户外，
看看云霞，或与同学聊聊天，
讲讲趣事，幽默幽默。考场
上可做做深呼吸、望望窗
外。通过这些，调节了心理，
优化了情绪。

三、自我减压
临考前降低心理预期目

标，不要老想着一定要考上
大学，考上名牌大学。要知
道考上大学只是人生中的一
个阶段并不是全部。只要以
平常心对待考试，充分发挥
了自己的水平就是胜利。以
怎样的心态对待复习与考
试，对进入最佳状态关系很
大。若把复习与考试看成一
种挑战，会激发自己很快进
入状态；把它看成一种锻炼，
会以平和的心态投入；把它
看成一次机会，会以积极的
心态迎接。

四、自我质辩
自我质辩是心态自我调

整的良方之一。比如，有“离
考试越近，便越担心自己能
力”的忧虑的同学，不妨进行
如下自我质辩——自问：这
种担心必要吗？自答：毫无
必要，平时自己一向学习认
真，虽不十分优秀，但只要认
真做好考前准备，正常发挥，
这次考试完全可以考好，根
本不必为这无端考的担心而
苦恼。又问：这种担心有利
吗？自答；没有，它有百害无
一利，它松懈人的斗志，转移
人注意目标，若不及早排除，
到考后将悔之晚矣。再问：
我该怎么办呢？自答：最要
紧的是对考试充满自信，要
有条不紊的地组织复习，扎
扎实实地做好考前准备。通
过这样自我质辩，心中的担
忧也就化解了。

幸福的爸妈各有各的快乐，烦
心的父母各有各的痛苦。

前几天，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我
正沉浸在一篇德育项目文稿的审核
中，突然，从门外走廊里喷涌出几声
不连贯的男人的哭声，声音很高，但
很明显，那是一种正努力控制情绪
却又终究难以控制的哭声。

我连忙起身走到走廊里，只见
一个戴着眼镜，身高年纪都与我差
不多的男人，手拿一些资料，站在走
廊里。看得出他正努力克制着内心
的痛苦，边控制着自己的哭声边抹
着眼泪。

我赶紧问：“同志，你怎么了？”
男人的哭声终究还是无法控

制，边哭着边很难为情地跟我打招
呼：“不好意思……呜呜……不好意
思……呜呜……”

哭声惊动了旁边办公室的几
个同事，大家都来到走廊里，但都不
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去

安慰他！
男人见状，赶紧冲到洗手间那

里，我跟了过去。
他把水龙头打开，把脸埋在冷

冷的洗脸池里，边哭边冲洗着奔涌
不断的眼泪，也冲洗着他内心的苦
痛。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
到伤心处！

在我们办公楼走廊里痛哭，事
情原委我想我有责任了解一下。于
是，我委婉地说：“发生什么了？有
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男人边在水池里冲洗着脸，边
呜咽边诉说！我费力地听着，终于
听清——他读高中的孩子得了抑郁
症，不得不休学！

我一下子明了，这是一个男人
对于自己孩子不理想遭遇的痛哭，
这是一个爱子至深的父亲之痛！

我心里也一下子深深地难过
起来！

由于工作的原因，这不是我第
一次看到家长流泪的场景，也不是
第一次听到家长的哭声！

天下父母，不待见儿女的，那是
属于极少数的个案。大多数父母都
是从内心深处深深地关爱着自己的
孩子的。儿女的成功失败，喜怒哀
乐，都系挂在父母的心弦之上。儿
女成功了，开心了，父母的心弦就不
自主地奏响起欢快的旋律；儿女失
败了，不快乐了，父母的心弦就徘徊
在苦闷哀伤的音符上。

在我内心深处，我真诚地希望
每一个孩子都健康快乐地成长着，
但十几年的教育生涯里，熙来攘往
的莘莘学子中，有问题的确实也不
少见。孩子成长是一个综合性工
程，社会、学校、家庭都有责任来为
他们的成长构建起一个良好的生态
空间。撇开诸多因素不讲，个人觉
得，孩子成长，尤其是道德、性格与
气质的养成，家庭，尤其是父母，是

最重要的影响源。由此，一个新的
课题——父母怎么做好父母？怎么
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
应是天下负责任的父母不得不面对
的必修课题！

这么说，我并非是说这个走廊
上哭泣的男人没有把父亲的角色演
绎好，相反，一个为儿子如此情不自
禁泪流满面的父亲，我是从内心予
以尊敬的，也为他家庭的遭遇而真
诚地表示同情！男人哭吧哭吧不是
罪，但是，哭过以后，还必须有行动，
那就是赶紧把孩子治疗好。

带好孩子——这是天下“父
母”这一角色唯一且最重要的责任。

幸福的爸妈各有
各的快乐，烦心的父
母各有各的痛苦。
愿天下芸芸众
生，儿女灯前，父
母膝下，情意殷
殷，笑语浓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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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共育之

护苗感悟一个男人的哭声

考试心理调节十大技巧（上）
本报记者 唐菀滢 整理

叶应松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云阳幼儿园开展亲子实践及线
下阅读活动

“最美人间四月天”，3月30日，云阳幼儿园
“落地式家长学校”试点班级中（1）班联谊小
（1）班共40组家庭、约百来号人，热热闹闹来
到访仙超力生态园，开展亲子户外实践及线下
阅读分享活动。上午，两个班的孩子、家长转
着呼啦圈，做着“彩虹伞”，共享游戏乐趣、增进
亲子情感；下午，两个班的家长代表围坐在一
起，阅读《最常见的六大育儿误区，你占了几
条》美文，分享家教心得、交流育儿经验……大
家一边欣赏盛春美景，一边与老师们互动，加
强着“家园”沟通，推动着“共育”进步。

（本报记者 张吴 摄）

家校共育之

护苗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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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实小：
突出“龙文化”特色 以传统文化立德树人
本报记者 唐菀滢 文/摄

本报讯（通讯员 韩杏芳）3月
27日上午，河阳幼儿园举行了镇江
市生态项目共同体观摩交流活动。

首先，来自河阳幼儿园、扬中
市西来桥中心幼儿园和丹徒区三

山中心幼儿园的三位老师展示了
科学活动；随后，由四位教师分别
讲述了微主题为《遇见蚯蚓》《奇妙
的影子》《我和南瓜的故事》《翻滚
吧，足球！》的四个探索故事。

荆林学校承办片级初三化学大集备活动

镇江生态项目共同体观摩会在河幼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荆校宣）3月
27日，荆林建山片初三化学大集
备活动在荆林学校举行。

据悉，本次活动重点为开展
“同课异构”课堂教学研讨与交流
工作。活动中，荆林学校邱小芳
老师和新桥中学的夏萍老师分别

上了《酸碱盐的化学性质》研讨
课；华南学校谢丹敏老师和八中
戴俊老师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分
别为参会人员作了《中考化学复
习的策略安排》和《2019年中考
化学复习的思考与建议》 的讲
座。

王金芳语文工作室成立两年
来，始终围绕实验学校“三自”办学
理念，以课程改革为方向，以培植
学生语文素养、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为目标，通过组织研讨、专题研究、
公开课讲评等形式，提高工作室成
员教育教学能力和教学研究素质。

专业阅读提素养。工作室导
师王金芳深切地意识到，阅读是
语文教师成长最好的助推器。工
作室定期向成员推荐一些专业理
论书籍，定期召开校级读书交流
会、读书沙龙，并与丹阳市第二届
语文名师班联合举行市级读书交
流活动，让老师们带着自己的思
考去读书，交流读书心得，带来智
慧的分享和思维的碰撞。两年
来，工作室成员通过个人阅读、共
读活动，拓宽了教育视野，提升了
专业素养。

课题研究练真功。工作室围
绕“古诗词诗意化教学”这一课
题，从培养中学生在三自课堂理
念下古诗词鉴赏能力的教学策略
方面展开研究，分析当前中学生
古诗词鉴赏教学程式化现状，结
合教学中的实践案例，贯彻新课
程理念，以学生为本，重视诗歌诗
意化内涵，实现教师的教与学生
的学相得益彰。王金芳老师的镇
江市专项课题《古诗词诗意化教
学在“三自”课堂中的策略研究》
顺利结题，论文《诗意化教学在古
诗词课堂中的应用》在全省基础
教育教学研究论文评比中获得一
等奖，《让诗意在古诗词课堂中浸
润》在江苏省蓝天杯论文评比中
获得一等奖。

教学研讨展才情。工作室
依据学校“三自课堂”范式要求，
经常性开展三自课例研讨活动。
围绕“古诗词诗意化教学”研究主
题，在“聚焦古诗 探究学法”上做

足功课。导师率先进行课堂展
示，确定“读诗韵——品诗意——
悟诗情——比较阅读”四个教学
环节，同时邀请资深专家进行评
课，其他老师各抒己见，形成古诗
词教学模式，用问题串导学体现自
然，用伙伴式助学体现自主，用表
现型展学体现自在，让诗词教学精
彩而富有效果。依托市级语文教
研员、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等专家引
领，通过承办丹阳市初二语文大集
备等活动，让成员们上展示课，聆
听专家讲座，潜心研究，大胆实践，
切实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专题研究重方法。工作室在
专题研究上努力迈开新的步伐。
积极参与我市“中小语文教学衔
接研究”的主题研讨活动。通过
观摩课堂、聆听专题讲座，成员们
结合教学实际畅谈体会，针对学
生特点，采取科学合理的评价，提
高教学成效；在深化“活力课堂”，
实施“高效教学”的过程中，工作
室联合市教师发展中心举行了语
文数字化课堂观察技能实训操
练；为充分发挥语文教材优势，进
行德育渗透，让德育与知识、技能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工作室还联
合学校王红雨班主任工作室，共
同开展了“德育在语文学科中的
渗透”研究活动。导师王金芳、王
红雨先后就德育在语文学科教学
中的重要作用、语文教学中德育
渗透的有关个案及效果研究等方
面进行专题研讨，大家畅所欲言，
积极探讨，促使中小学衔接向深
度广度迈进。

教学展示硕果香。两年来，
工作室全体成员勤奋学习，锐意
进取，克难奋进，个人专业成长迈
出了坚实步伐。工作室成员 10
人次在“三自课堂”教学节中上展
示课，毛丽娟老师获丹阳市教师
基本功竞赛一等奖，在丹阳市初
中语文优质课评比中获二等奖，
在丹徒区教师发展中心举办的教
学节中上展示课。杭冬仙老师在
江苏省名初中创造性文化联盟中
荣获优质课奖。石玉琴老师在一
师一优课中获省级优质课奖。

每周五下午，都是丹凤实小
各年级学生“自由活动”的时间，
舞蹈、绘画、网络等社团热闹非
凡，同学们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参加心仪的社团，沉浸在其
中，感受其魅力。在乱针绣坊，
记者看到，学生们个个手拿针
线，仔仔细细、一针一线，有的在
绣腾飞的巨龙，有的在绣建国70
周年图腾，还有的在绣山山水
水；在烙画坊，每个学生都有自
己的“工作台”，在已经打磨成型
的龙形图案上，小心翼翼地进行
着烙画，无论是腾云还是龙鳞都
栩栩如生；在儿童画社团，同学
们根据老师提供的祥龙、青花瓷
等图案进行自由创作、色彩搭
配，在这里不难发现五颜六色的
龙、清素淡雅的青花瓷和形状各
异的器物画作，都能体现出学生
心中灵动的世界……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丹
凤实小围绕艺术教育进行教育
研究，在办学中逐步形成了“艺
术教育”这一大传统特色，学校
先后成为江苏省艺术教育传统
学校、镇江市中小学德育研究实
践基地，镇江市民间文化特色学
校，镇江市全民艺术普及示范学
校，2018年，学校的传统文化建
设被市教育局评为内涵创新优
秀奖。“近年来，我校着力打造传
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新
教学模式，将中华龙文化与社团
紧密结合。”据丹凤实小偶小玲
老师介绍，学校确定了校级的

‘龙飞’社团涵盖烙铁画龙、乱针
绣龙、面塑捏龙、龙人剪纸、龙人

布贴、龙人筝鸣等；同时增设了
龙人剧团、小龙人合唱、小龙人
演说团等集体项目，规范开展龙
飞社团活动，既保证了社团的正
常开展，同时做到人人参与，涵
盖了所有的学科。

其实，社团活动仅是丹凤
实小自去年以来打造“中华龙文
化浸润儿童‘三自’品格项目”建
设的一个缩影。为了更好落实

“至诚至精，创新图强”的丹阳精
神，去年，丹凤实小以“中华龙
文化”为载体，依托文化自信，
选择丹阳非遗文化和国家课程
中的中华龙文化等资源，通过
搭建龙腾平台、建构龙品教师、
形成龙乐评价，让学生乐学、勤
学、善学，形成自信、自强、自立
的品质；引导教师悦读、悦历、
悦心，形成一支乐教、勤教、善
教的教师队伍。从而以“龙”的
舞动带动丹凤全体师生更加和
谐、灵动地发展。

与阵地为营。以主题班会、
国旗下演讲、书法比赛活动等为
阵地,弘扬文明、诚信、守纪、感恩
等传统美德。每学期学校举行

“龙文化学习周”“龙文化展示
月”，每年举办一次“龙文化艺术
节”。同时，学校和中华龙凤研
究中心、丹阳市水晶山民俗馆、
丹阳市凤美龙狮表演协会、延陵
柳茹传统文化街密切联系，拓展
龙文化的资源，带领学生去参
观、去体验，亲近龙的传人，在行
走中感悟，在实践中成长。

与节庆相伴。学校利用元
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元旦、

春节等节日,开展传统文化和人
文教育,开学礼、舞龙赛、种幸福
激情飞扬；利用学雷锋日、劳动
节、教师节、国庆节等开展主题
实践和美德教育，让学生在传统
节日中切身体会龙文化之魅力。

与活动相携。学校组织教
师将有关龙的故事、龙的美丽传
说、龙的成语、古诗、龙的传人等
内容收集进《小龙人》活动，形成
长案，引导学生自主参与听龙、
读龙、说龙、画龙、唱龙、演龙、舞
龙、做龙、颂龙等活动，使每个学
生能有一个完整的“中华龙文
化”主题活动体验过程，让学生
在参与体验中，创造丰富的资
源，完善个性化的成长案，提升
学生的品格，做到学生有自信，
文化有信仰。

一个学校的课程设置，体现
了学校的教育智慧和发展信
条。在现有的活动基础上，学校
还把龙文化渗透到语文、数学、
音乐、体育、美术等诸多学科，做
到从课内向课外延伸，从校内向
校外衔接，让每个学生都能浸润
在“中华龙文化”的氛围中，从而
提升学生的品格素养。同时，建
成“中华龙文化民俗馆”和“中华
龙文化长廊”两大展示场馆，让
学生通过看、听以及触摸式一体
机的体验，了解学校的龙文化，
学校还建立了龙艺体验中心、龙
体体验中心、VR体验中心、龙狮
广场，让学生置身于此，交流展
示龙文化，让每个孩子都有机
会，通过平台的展示，实现自我，
提升自我。

左手拾时光 右手种芳华
——记实验学校王金芳语文工作室
通讯员 徐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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