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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怕吃苦，怕上公开课，
怕读书，怕写文章，怕思考，你就
不要进名师工作室。”作为工作
室导师的蔡华芬就是这样一位
坦荡直爽、雷厉风行、不怕吃
苦的领头羊，她曾获“第八届
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师园丁奖”、

“江苏省初中英语课程教材改革
实验工作先进个人”、“镇江市
十佳教师提名奖”、市教育系
统 “五一巾帼标兵”等荣誉称
号，曾参与镇江市英语《考试
指南》的编写工作，也曾多次
在“江苏省名师送培”活动中
上英语展示课。在她的带动
下，实验学校的英语教学改革
和区域教育集团的联动改革呈
现了新气象。

基于“三自”理念的课题
研究激发了改革活力。蔡华芬
老师从实验学校“三自”校本
理念出发，紧扣课堂教学的核
心要素，构建了 《“三自理

念”下初中英语“自主课堂”
构建的策略研究》。围绕课题研
究，工作室明确分工，分解任
务，针对不同的课型和课堂教
学环节，集聚每个成员的智
慧，逐渐形成了英语“自主课
堂”的研究系列；主动邀请集
团学校教科室、市教师发展中
心专家对课题进行理论指导、
现场指导，对课题进行中期鉴
定，优化了课题研究的进程；
积极开展“教学设计和策略研
究”专题诊断活动，坚持问题
研究，促进了课题理念向课堂
实践的有效转化；建设工作室
网上专栏，开辟名师风采和课
题研究窗口，增强了工作室的
内驱力。自主课堂的构建、探
究、转化、展示带来了课堂教
学效能和教师专业素养的互为
促进，工作室成员有 6 人在市
级青年教师英语基本功大赛获
一等奖，有 3 人在镇江市级青
年教师英语基本功大赛获一等
奖，有 8 人的精品课例进行了
跨市展示交流，有 3 人在省级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评
比中榜上有名。

跨校际同课异构增强了教
学改革的联动效应。作为市名

师工作室，不仅要为本校教学
改革打开局面，也要为区域教
学改革提供助力。蔡华芬充分
利用市级名师工作室的优势，
频繁组织开展校际间的同课异
构活动，例如，实验学校的柴
绚老师、九中的陈翠霞老师基
于不同的解读，就 Hollywood’
s all-time best—Audrey Hep⁃
burn一文进行了设计和展示。柴
绚老师的课堂设计侧重于文本
结构分析和学生思维品质的培
养，课堂上，老师带领学生整
体解构段落，学生自主梳理段
落要义，捕捉字里行间的明暗
线索，一个个深度追问，让学
生思维的火花在课堂上尽情绽
放。陈翠霞老师的课堂设计则
更关注学生阅读兴趣的激发和
阅读策略的指导，课堂上，老
师通过有效的多元解读，引导
学生积极思考，踊跃发言，使
课堂真正成为了学生的舞台。
同课异构——智慧碰撞——优
势互补——殊途同归的过程，使
教学改革在成员之间、校际之间
的联动、辐射效应在不断增强。

网络 e 学习研讨开启了新
的学习方式。工作室成员教学
任务繁重，学员分散，集中研修

活动较难保证，“e学习”作为一
种先进的网络研修形式，能有效
弥补其中的不足。工作室积极
尝试探索“e学习”研修方式，在
市“e学习”研讨活动中，柴绚老
师开设的“三自英语”听说综合
技能课，以其熟练使用“e”学习
平台技能和在“e学习”平台下创
设师生交互、生生交互的场景赢
得了听课教师的一致好评。吴
慧平老师赴新疆参加第五届疆
内外教学周活动，面向农四师全
体初中英语教师开设的基于“e
学习”环境下的观摩课和专题讲
座，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
受。“e学习”教学研讨活动的开
展，让大家切实感受到了“e 学
习”环境和方式对培养学生学习
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生动
效用，为教师们思辩传统课堂、
大胆变革课堂教学提供了有效
借鉴和创新动能。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导师
蔡华芬表示，工作室会一直坚持
以“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精
神追求，在务实中行走，在创新
中行走，在合作中行走，致力使
工作室真正成为教学改革名副
其实的排头兵、先锋队。

5月9日上午，市项目共同体
大组活动在建山幼儿园举行，该
园充分利用乡土资源开展了土
味十足的民间户外游戏，不仅吸
引着孩子和家长，仿佛把与会教
师们一下子也带回了童年。

走进建山幼儿园室内，更是
让人眼前一亮。家长助教团的
木匠叔叔来了，他为大家带来了
木工刨花废料，小班的孩子和家
长一起开动脑筋，制作出了漂亮
的刨花手工作品；家里拆迁的老
爷爷来了，为孩子们带来了大小
不一、形形色色的坛坛罐罐，中
班的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化
腐朽为神奇，巧手变出了一个个
充满艺术感的花盆；会腌鸭蛋的
奶奶来了，她帮助孩子们一起了
解端午前腌咸鸭蛋的习俗，手把
手教大家学会了腌咸鸭蛋的手
艺；茶艺师也来了，亲自展示建

山绿茶的制作过程，开展了高雅
的茶艺表演，还品味了建山绿茶
的甘甜。

此次活动，走进了逍遥山庄
民俗馆，开展了中班科学活动
《有趣的秤》和大班美术欣赏活
动《精美的石刻》。这两节集体
教学活动，是在对社区资源进行
实地参观时根据幼儿兴趣生成
出来的。此次活动的主题为“利
用地方资源，开展园本课程的适
宜性研究”，全市各项目共同体
园业务园长、骨干教师以民俗文
化为连接，以民间艺人为纽带，
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带领
幼儿体验自己感兴趣的舞龙舞
狮、腰鼓、木工、茶艺、石刻、腌
菜、计量等传统文化，真正在自
由、自主、创造、愉悦的氛围当
中，用“心”体验、用“美”创造、用

“情”耕耘，让民俗文化在孩子们

身上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带
领孩子们体验建山民俗文化的
魅力，为孩子定制了适宜课程。

据了解，建山拥有丰富的地
方教育资源，拥有丘陵山区的
山、水、石、竹、茶等“一方水土”；
拥有如萧梁王、管文蔚等“一方
家乡人”；更拥有齐梁故里文化、
建山琅琅上口的民谣、饮食文
化、竹、石工艺等“一方文化”。
自从2015年，建山幼儿园加入
地方资源共同体研究，一直以来
遵循“亲近自然、绿色成长”的教
育理念，让幼儿走进自然，回归
生活，快乐成长。四年来，该园
利用自然资源开发了《春天》《秋
天》《竹》《石》《茶》等适宜的园本
课程，多措并举实施课程游戏
化，为孩子们的童年增加更多的
快乐。

致力做英语教学改革的先行者
——蔡华芬英语名师工作室小记
本报通讯员 徐林鹏

本报讯（通讯员 钱明辉） 8
日上午，里庄中心小学党支部来
到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和在
此参加综合实践活动的里小五年
级全体学生一起，参观了“永远跟
党走”主题教育馆，开展了一次以

“弘扬红色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

随着主题教育馆解说员的一
路引导，党员教师和学生分别参
观了“知党史”、“听党话”、“跟党
走”三个主题馆。从一大会议到
开国大典，从南昌起义到抗战胜
利，从红船精神到改革开放……
一段段文字，向大家诉说了老一
辈共产党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
想的艰辛历程；一张张图片，又仿
佛把大家带回到那个血雨腥风、
枪林弹雨的年代。在怀着激动的
心情参观结束后，全体党员和少
先队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和入队誓
词，本次参观活动也在铿锵有力
的誓言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本次主题教育馆参观活动进
一步坚定了党员教师不忘初心、
潜心育人、模范带头、干事创业的
信念和决心，同时也强化了对青
少年的党史教育，引导他们知党
史、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
因，努力成为共产主义事业优秀
的接班人。

本报讯 （通讯员 郁亚
俊）5月10日，由市教育信息中
心组织的“丹阳市信息化教学能
手（幼教组）赛课活动”在正则
幼儿园举行。全市各幼儿园选拔
推荐的 16名幼儿教师参加了现
场角逐。

比赛过程选手们自带课
题，借班上课，充分展示了现
代、灵动的信息技术与趣味、
生动的幼儿园课堂教学的完美
结合，他们从数学、音乐、语
言等多个领域入手，通过直观

的演示、积极的互动以及娴熟
的一体机操作、生动丰富的课
件制作，将孩子们带入了一个
个多彩的影音世界，整个活动
中幼儿积极参与、主动探索、
表现力强、敢于挑战，充分体
现了教学活动的有效性，也展
示了信息化教学的独特魅力。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但加快
了幼儿教师们的专业成长步伐，
给参赛老师提供了一次交流探
讨、共同提高的机会，也将促进
现代教育技术在幼儿园课堂中
的有效运用，促使教师进一步将
教学理念、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
有效整合、深度融合，从而让幼
儿园的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
为进一步提高幼儿园教学有效
性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 （通讯员 景清华
袁丹）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指
南》精神，推进课程游戏化建设，
帮助教师进一步理解项目活动
课程，解惑“影响项目活动主题
选择的因素”、“如何平衡教师预
设与项目推进的关系？”等问题，
界牌中心幼儿园在5月8日开展
了镇江市第三批《指南》实验园
小组活动。省教科院叶小红博
士等专家以及第三批镇江市《指
南》实验园的园长、骨干教师等
60余名同行来园参与了本次活
动。本次教研活动主题为“利用
本土资源开展项目活动的实践
探索”。上午，教师们首先进入
了班级进行实地观察，并围绕进

行项目活动班级“投放了哪些
支持性的材料？材料投放是否
适宜？还可以在环境、材料上如
何调整以支持幼儿的深入探
究？”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研讨。

最后，叶博士带领大家学习
了《小小探索家》、《项目课程的
魅力》等书籍，老师们了解到以
教师主导计划的课程与项目课
程之间的不同，使教师的理念得
到了更新。

本次教研活动的开展，不仅
为教师们搭建了一个答疑解惑
的平台，更为教师开展项目活动
课程、促进幼儿深度学习等方面
理清了研究思路，让参加研讨的
教师受益匪浅。

市信息化教学能手幼教组赛课活动在
正则幼儿园举行

界幼开展《指南》实验园小组活动

我是小小民俗文化传承人
——建山幼儿园承办全市项目共同体大组活动侧记
本报通讯员 袁军辉 孙腊芳 束盈

里小党支部组织
参观“永远跟党
走”主题教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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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共育之

护苗成长

心理暗示所产生的神奇“催化”作用
本报记者 张吴

“在一次培训活动中，我第
一次接触了心理暗示。”丹阳市家
庭教育指导中心成员、新区幼儿
园的杨丹黎老师兴奋地告诉记
者，在那次由家庭教育讲师侯老
师讲解的活动中，她发现了一种
很神奇的心理效应，“我们的思
想、观念、信念、语言、文字、姓名
甚至写字等等，都是有能量的，
它会对人发生神奇的‘催眠’般
的暗示作用。”这个发现勾起了
杨丹黎的一段记忆，她回忆着、
叙述着——

记得宝宝一岁多的时候，家
里墙上挂着许多交通工具的图
片，有消防车、救护车、敞篷车
和火车等等。我们常常教宝宝认
识图片上的交通工具，一段时间
后，我们就会问宝宝：“消防车
在哪啊？”这时宝宝就会伸出小
手指去图片上寻找，每当他找到
正确的图片时，全家人都会为他
鼓掌，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

“我们宝宝真棒，认识好多交通
工具哦！”这时，宝宝也会拍着
小手，咧着嘴，甜甜地笑着。有
时也会遇到找错或者找不出来
的，这时我们也会鼓励他：“宝
宝再找找，仔细找找，就在你的
面前哦，你能行的！”每当这
时，他浮躁的情绪就会慢慢平

缓，又回到图片前去再次找寻。
当他最终找到结果时，他会比之
前更开心。这时，我会继续鼓励
他：“嗯，妈妈相信咱们宝宝一
定能找出来，你看，不就找到了
吗？我们是很聪明的哦！”在这
整个过程中，我一直耐心地陪伴
着宝宝，鼓励着他，积极地暗示
着他，“你可以的，你能行的，
你会找着的！”……原来，积极
的暗示就在我们生活的点滴之
中，只是我们没有及时发现啊！

在宝宝8个月的时候，常常
会用小手去抓饭吃，那时，我总
认为他不会自己吃，只会弄脏食
物，于是我就不断地去制止他：

“你还小，还不会自己吃，妈妈
来喂你吧！”在那时的我看来，
我是在劝阻孩子犯错，现在想
来，那是一种典型的消极暗示。

“还小”“不会”“快别弄了”这
些消极的词句熟悉吗？我们岂不
是经常这么“劝诫”孩子“你不行”

“你需要帮助”……后来，我家宝
宝两岁都还没能养成自己进餐的
习惯。

听了杨老师家的实例，记者
突然想到那个著名的罗森塔尔实
验：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助
手们来到一所小学，他们从一至
六年级中各选三个班的学生进行

所谓“预测未来发展的测验”。之
后，罗森塔尔以赞许的口吻将一
份“最有发展前途”的名单交给了
校长和相关老师：“这些儿童将来
大有发展前途”，并叮嘱他们务必
要保密，以免影响实验的准确
性。实际上这些学生是随机抽取
的。八个月后，罗森塔尔又对这
些学生进行了智能测验，奇迹出
现了：凡是上了名单的学生，个个
成绩有了较大的进步，且性格活
泼开朗，自信心强，求知欲旺盛，
更乐于和别人打交道。原来，在
之前实验中，罗森塔尔权威性的
语言发挥了作用，对老师产生了
暗示，左右了老师对名单上学生
的能力评价，而老师又将自己的
这一心理活动通过自己的情感、
语言和行为传染给了学生，使学
生变得更加自尊、自爱、自信、
自强，从而使各方面得到了异乎
寻常的进步。

“这就是暗示所产生的化学
反应，积极的暗示会带来美好的
变化，而消极的暗示则会产生不
好的后果。”看记者明白了，杨
丹黎“趁热打铁”，“我们家庭教
育指导中心就是要引导家长，教
他们用简单的、更多的积极暗示
去鼓励孩子，影响孩子，让他们
家庭共创美好！”

有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17
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
万人受到心理问题的困扰，世界
卫生组织在1983年的研究中报道
3至 15岁儿童青少年心理社会问
题异常检出率为5%~15%；2005年
的数据显示，全球高达 20%的儿
童和青少年患有某种致残性的精
神障碍，多达 50%的成年人精神
精神障碍起病于青少年。我国国
内报道的儿童青少年情绪与行为
问题的异常检出率为 11.21%至
18.16%，儿童青少年已成为存在
心理健康问题的重点人群。目前
我国中小学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存
在专业化水平低、形式化严重现
象，不利于预防控制精神疾病的
发生，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心理
健康水平的发展，去年，丹阳市未
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对全市城区
初高中生进行了一次量表调查。

据丹阳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
中心赵平平老师介绍，受调查人
均为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12 月
丹阳市城区初高中学生，共发放

问卷 30000 份，回收 30000 份，回
收问卷率 100%。年龄在 14~19
岁，其中抽样调查高中 4745 人。
该问卷共 90 题，内容量大，反映
症状丰富，较能准确刻画学生自
觉症状的特点。主要调查学生的
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
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及
其他。

对在校的初高中学生进行的
心理健康调查结果显示，说明在
校生整体心理素质较为脆弱，常
见的心理问题包括：强迫症状、
焦虑、人际关系、躯体症状等。
各因子在性别上均存在显著性差
异。

正是由于对心理问题的忽
视，在校生对心理知识缺乏了解，
当面临压力或挫折时，不知道如
何处理和调节，才造成了在校学
生群体心理问题频出的情形。因
此，建议开展心理健康的课程或
者主题讲座，让大家更了解心理
健康以及心理咨询的意义。另
外，学生在顾及学业的基础上也
要更加重视自己的身心健康，唯
有健康一个 1 的存在，后面的无
数的 0才会有意义。平时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加强体育锻炼，劳
逸结合，保持平常心，以充满正能
量的心境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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