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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镇江市
“信息化教学能
手”（幼教组）竞赛
在我市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袁军辉
周萍）6月13日~14日，2019年镇
江市“信息化教学能手”（幼教组）
竞赛活动在实验幼儿园白云部举
行，来自丹阳、京口、润州、镇江新
区、句容、扬中、丹徒幼儿园的29
位选手参加了此次角逐。

本次赛课活动内容涉及数
学、艺术、健康等多个领域，选手
们精心准备，充分发挥信息技术
在课堂中的优势，让幼儿积极、主
动地参与到活动中，与多媒体进
行有效、精彩的互动，充分体现开
放、探究、合作的学习过程，教案
的巧妙设计、教师的个人素养、师
幼的积极互动等为大家生动呈现
了信息化教学的精彩课堂，实现
了信息技术与学科的融合创新。

南幼举行大班毕
业典礼

本报讯 （通讯员 袁军辉
潘新华）一个个身穿博士服、头戴
博士帽，两两牵手穿过拱门，走上
红地毯，参加自己人生中的第一
个毕业礼！这就是南门幼儿园

“阳光天使 快乐飞翔”大班毕业
典礼暨汇报演出的精彩开场。

典礼的成功举办见证了南
幼阳光宝贝的健康成长，充分展
示了南门幼儿园阳光教育的成
果，深刻体现了“以阳光之心，育
阳光儿童”的理念，向社会、向家
长提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练幼新城部顺利
开园

本报讯（通讯员 袁军辉
毛洪微）6月22日上午，在阵阵欢
快的锣鼓声中，总投资3500余万
元的练湖中心幼儿园新城部举行
开园仪式。

教育局副局长谢春华出席
活动并指出，练湖中心幼儿园新
城部的建设与启用，进一步改善
了办学条件，优化了教育资源配
置，为孩子们提供了优质的教育
环境，这既是教育形势的需要、也
是学校发展的需要、更是广大群
众的需要。希望幼儿园能秉持

“求真、向善、唯美”的办园理念，
众志成城开新局，砥砺前行续华
章。

据悉，作为我市缓解幼儿就
近入园难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
位于练湖新城小区西侧的练湖中
心幼儿园新城部建设工程，自
2016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经过
近三年的紧张建设与精心筹备，
一所高标准、现代化的优质幼儿
园正式投入使用。该幼儿园占地
面积8238平方米，建筑面积6032
平方米，总投资3500余万元，办
园规模为15个班，今年9月，练湖
中心幼儿园新城部将成为练幼中
大班孩子的新家园。

记者：窦庄中心幼儿园的教
育特色是什么？

李蔚芳：窦庄中心幼儿园自
2012年开始，在课题的引领下，持
续不断地对幼儿美术活动开展实
践研究。先后建立了班级创意空
间、创意美术活动室、创意美术互
动墙、户外涂鸦墙、户外写生区等
活动场所，扩展了幼儿创意美术
活动的空间。美术活动中，幼儿
能将家长与其一起收集的多种材
料灵活运用，涂色、绘画等传统单
一的美术表现形式已被幼儿抛
弃，他们自己创作出绘画与手工、
拓印与纸工、撕纸与添画等多种
表现形式，创意美术活动的开展，
为幼儿搭建了一个展现自我、超
越自我的平台。

记者：在课程游戏化教育中，
窦庄中心幼儿园又做了怎样的探
索？

李蔚芳：通过重新布局教室
区域，改造户外活动区，有效利用
专用活动室，幼儿园创设了自主
游戏室内外互通新模式，确立了

“一日活动皆课程，教育无处不
在”“一草一木皆资源，课程以生
为本”的课程理念，并努力付诸实

践。幼儿园在深入学习《江苏省
幼儿园课程游戏化建设项目实施
要求》后，充分挖掘并利用幼儿园
周边的自然资源、社区资源，提取
游戏和生活对幼儿发展的独特价
值，不断推进课程游戏化建设。
幼儿园在建设课程游戏化的进程
中，还巧借民间游戏资源并利用
其“趣味性”“灵活性”“文化传承
性”等特点开展多彩民游活动，以
促进幼儿全面和谐发展。

“一草一木皆资源”，在课程
游戏化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教师
善于观察并挖掘到幼儿对于生活
中各种事物的关注点，再将幼儿
擅长的美术活动与其融合，形成

独特的班本活动，如《扁豆花》、
《蚂蚁王国》，产生一个个生动逼
真的形象、物体。我们还将创意
美术活动渗透到节日活动中去，
孩子们亲历节日现场，亲自动手
创设节日的环境、制作节日的礼
物，在边做边玩的过程中加深对
节日的认识和了解。

记者：作为园长，您认为怎样
的幼儿园对于孩子来讲才是一所
好的幼儿园？

李蔚芳：在我看来，好的幼儿
园是能让孩子不舍得离开，不愿
离开。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坚
持用“快乐参与，快乐创造，快乐
享受”的教育理念培养快乐儿童，

让他们健康成长每一天。在这里
他们有“伴”：在生活中，教师不断
关注和帮助幼儿，提高他们的自
理能力，在学习中教师是孩子的
引导者，在游戏中教师是孩子的
合作者。在这里十分有“趣”：幼
儿园里有个幼儿最想去的地方
——趣乐园，因为这里有瓜果蔬
菜、花草树木，有鹅、兔、小灶、集
场、野战地；一到收获的季节，就
看到孩子们到处飞舞的身影，他
们挖的挖、割的割、拔的拔，在这
里他们收获过花生、山芋、南瓜、
茄子等不同农作物，享受收获的
喜悦。幼儿园可以让孩子百“玩”
不厌。

孩子舍不得离开的幼儿园就是好园
——与窦庄中心幼儿园园长李蔚芳对话“幼儿园建设”

本报记者 李傲辰 通讯员 袁军辉

截止到2019年6月7日，镇
江枫叶国际学校2019届173名
毕业生共获取国内外大学通知
书595份，全部被国内外大学录
取，奖学金共计498750元。其
中6人获世界十强大学录取通知
书，119人获枫叶百强大学录取
通知书，百强率达68.79%。

师资优势
加方课程由具有加方教师

资格证的外教全英文授课，更加
专业化，要取得加拿大教师资格
证必须是本科毕业再申请就读2
年教师资格证学位，至少六年才
能做一名高中老师。

语言优势
用英语作为工具和语文来

学习所有加方课程，出国留学≠
学英语≠学雅思、托福的模式，
用英语学习其他学科是就读国
外大学本科必需的能力。

过程性评价体系优势
枫叶高中毕业生申请大学

的主要依据是高中在校成绩，彻
底脱离了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模
式。高中所有课程的成绩由任
课老师评定，每个学期每门课程
的成绩期末考试只占20%左右，
课堂出勤、课堂表现、课后作业、
小测验、课外活动等占80%。综
合考评并记录学生的学习态度、
学习时间、学习能力等，多维度
评价，学生只要努力学习就一定
可以获得满意的成绩。

高中三年的完整成绩综合
反映了学生学习能力，态度等，
比一次高考更有价值，这也是西
方大学的模式，通过枫叶高中课
程的适应，保证了大学课程评价
模式的顺利对接。

枫叶高中的 PowerSchool
成绩系统，学生、家长可随时随
地查看当前成绩，做到真正的过
程化评价和管理。

高效的小班课堂优势
枫叶实行小班制、跑班制，

每班学生30人以内。小班教育
有利于教师关注每一位学生，有
利于师生及时有效沟通，有利于
教师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指
导方案。跑班制让学生提前适
应大学生活，认识更多的同学，
能选择更多的课堂。

教管分离的领事制度优势
教管分离的领事制度确保

了学生从中国被动式学习到主
动学习的转变，教学由专业的外
教全职负责，学生管理由更符合
国情的中国领事（班主任）担任，
他们承担学生指导管理、家校联
系、学业指导、留学规划、心理辅
导等多项任务，并有成熟的领事
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

枫叶的服务优势
枫叶高中各校区有专业的

留学服务中心，仅为枫叶学生服
务，用20届毕业生的申请经验为
枫叶毕业生提供留学咨询、大学

选择、专业规划、大学申请、签证
等一些列服务。

枫叶高中毕业生可选择：
1.英语国家英语大学（比如

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新加坡等）；

2.非英语国家、地区英语授
课大学（比如日本早稻田大学、
庆应义塾大学、香港地区大学、
瑞士的大学等）；

3.部分国内中外合作办学
大学（比如2+2的大学、中外合
作办学）；

4.外籍学生可申请中国大
学。

枫叶教育博览会优势
每年11月中下旬在枫叶各

高中校区举行国外大学巡展，有
来自十多个国家的 100所大学
为在校学生提供第一线的留学
服务，创造了学生和家长与国外
大学招生官面对面沟通的平台。

项目优势
神鱼项目、CAEL项目
1.神鱼：于枫叶各高中校区

选拔最优秀的学生，培养他们进
入世界排名前 10 名的顶尖大
学。 2.CAEL：由加拿大最权威
的、专门为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学
生设计的一个综合的、有主题基
础的英语能力检定考试，CAEL
是最适宜学习加拿大BC高中课
程的枫叶学生参加！3.枫叶大
学学校交流生项目，枫叶大学学

校 （Maple Leaf University
Schools）是中国枫叶教育集团
在英语国家开办的高中。学校
位于大学校园内，与大学共享教
育资源，开设高一至高三年级枫
叶双语双学历课程。交流生项
目一般为期一年，可根据个人意
愿延长。目前已经开办的有加
拿大温哥华枫叶、甘露枫叶，澳
大利亚南澳枫叶。4.枫叶毕业
生外教定向培养项目，从毕业生
中选拔有志愿当老师的及理科
成绩优异的学生进入毕业生定
向培养项目，去签约大学完成理
科或数学方向的教育学学士学
位并取得教师资格证，即可回枫
叶任教加方课程，并享受外教待
遇。

枫叶高中招生对象及计划
面向全国招收初三毕业生

及高中插班生
入学考试：英语（1.5小时），满分
100，成绩70以上录取。
报名考试预约电话：0511~
81989999 微信：18052813202
（报名携带学生身份证号和400
元报名费）
2019秋季招生已开始报名。

6月18日—7月10日每天
上午十点可来校测试，听课程介
绍
学校地址：镇江市新区银山南路
127号镇江枫叶国际学校

八大优势保证了高录取率

想上名校来枫叶！

幼教天地教天地

对话园长对话园长
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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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丹阳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
丹阳市心理救助与咨询中心丹阳市心理救助与咨询中心

特约
刊登

公益免费咨询公益免费咨询
全程保密全程保密

心理咨询热线 86556662
地址：丹阳市青少年宫内

家校共育之

护苗成长孩子的暑假怎么安排孩子的暑假怎么安排？？
云阳学校云阳学校 鞠秋红鞠秋红（（皮皮老师皮皮老师））

孩子：盼望已久的暑假就
要来了，这下子我终于可以解
放了，终于可以使劲“浪”了，
终于可以睡懒觉了，终于可以
不用早起交作业了！耶！

家长：孩子放暑假了，我
的“好日子”也到头了，该怎么
安排假期生活呢？总不能让
孩子天天待家里玩手机看电
视吧，要不报个培训班？真伤
脑筋啊！

……
面对暑假的到来，家长和

孩子却是截然相反的态度。
说到暑假，有一个非常有

意思的“暑假退步”现象，这是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亚
特兰大 3000名学生所做的为
期两年的一项研究，他们发
现：

暑假结束之后的新学期，
优等生学习成绩会进步；相
反，成绩最低的25%的学生，在
假期里把上学期学到的东西
忘了大半；中等生在暑假期间
没有变化，但也意味着相对优
等生又落后一截了；年级越
高，暑假学习退步的表现越明
显。

由此提示我们，孩子在暑
假一方面是为了休养生息，另
一方面，如果能够合理利用时
间，也就是孩子实现“弯道超
越”的最佳时期。下面一起来

看看如何帮助孩子规划暑假
吧。

暑假计划制定注意：
1、邀请孩子参与制定暑

假计划。邀请孩子参与很重
要，毕竟孩子在慢慢长大，他
们思考的能力我们不应该忽
视。可以给孩子一些自由空
间，让他们自己思考这段时间

“希望做什么”，也就是自己的
暑期“心愿单”，然后可以以此
为依据讨论和协商暑期“应该
做什么”，也就是说，通过这个
过程让孩子懂得考虑自己的
实际情况制定可执行的暑假
计划。尤其需要提醒家长们
的是：切不可为了让孩子更好
地执行暑假生活，承诺一些不
切实际的内容。

2、尽量避免整个假期排
满辅导班。出于功利的目的
和从众的心理，有的家长给孩
子整个假期都报满了各类辅
导班。对于孩子来说，好不容
易有一个暑期生活，如果全部
待在辅导班里的话，和不放假
是没什么区别的，他们心里自
然是不乐意的。因此，我们可
以根据孩子实际情况安排暑
假的一部分时间去辅导班学
习，但一定不能是整个暑假。
当然，孩子感兴趣的话除外。
如果孩子特别喜欢游泳，自己
特别想学习，我们可以给他们

制定相对应的培训计划。
3、暑假计划的内容可以

全面而丰富。可以包含学习
方面的，例如阅读、作业以及
社会实践等；可以包含旅游方
面的，例如去孩子向往的景
区，或者是回老家陪伴老人补
补亲情课；可以包含生活方面
的，如作息安排，例如每天应
该几点睡觉，早上应该几点起
床等等，对手机和电脑的使用
需要做出明确的规定和安
排。不论安排什么内容，最重
要的有两点：规律的作息计划
和暑假作业计划。

4、暑假计划的制定一定
要包含安全的内容，这点最重
要！

暑假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但具体时间的划分仅供参考，
可以根据不同学龄段孩子做
出相应的调整。

第一个阶段：缓冲期（前
两周）

暑假是“假”，给孩子设置
假期的初衷，就是让他们放松
身心。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
要看到期末分数就着急上火，
把孩子的整个暑假都排满补
习班。我们不能用爱和学习
的名义剥夺孩子玩的权利和
天性。所以，无论考好考坏，
都要让孩子的暑假有一个快
乐而美好的开始。

在第一个阶段，可以安排
有父母陪同的外出旅行，可以
参加成长主题夏令营，可以安
排孩子喜欢的游泳、看电影等
等。总而言之，通过这个时期
的活动安排，让孩子一个学期
积攒下来的倦怠感得以慢慢
缓解。

第二个阶段：平稳期（七
八月份）

经过第一阶段的放松，可
以适当将放飞的风筝收一收
线，考虑学习了。在暑期开始
前可以和孩子一起商议一张
彼此都认可的暑假作息时间
表，尽量将学习任务按计划分
解、细化：如每天几点起床，几
点睡觉，每天做多长时间的作
业，作业的内容是什么，玩多
长时间的游戏，看多长时间的
电视，都要合理安排，并且严
格执行。提醒孩子每天做好
记 录 ，如 果 当 天 完 成 画 个

“√”，没完成则用红笔标记，
并调整到之后的学习日程中。

为了更好地执行，可以给
孩子设置一些小奖励：当天的
计划若能执行，不妨在下周的
计划表里给孩子奖励看一场
电影；周计划若能执行，则和
孩子一起商量一个他喜欢的
奖励措施。

如果因为外出或者其他
状况打乱了原来的计划，可以

给孩子一些策略，如写下当天
最重要的六件事，拣最重要的
事情优先做。假期学习很容
易分心，做作业可以从半个小
时开始练习，在这段时间内，
练习专心做好一件事情。同
时，学习时把所有可能对孩子
造成诱惑的东西收起来，也可
以换个环境，如可以安排孩子
去图书馆或者约几个志同道
合的同学一起学习。

除了学科学习，这个时期
还可以好好补补阅读的习惯、
写字的习惯等等，为开学的学
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个阶段：收心期（最
后一周）

马上就要开学了，放飞的
风筝也该收线了，对于初中和
高一的新生，需要提前半个月
进行适应性的训练。此时，我
们要引导孩子将生物钟调回
上学的作息，帮助孩子从愉悦
轻松的假期氛围中脱离出来，
逐渐让孩子的身心回归到最
佳状态。

耿振美名教师工作室家长团辅
暨正则小学家校共育活动圆满结束

本报讯（记者 张吴）“星空
为伴 助力同行”，近日，耿振美
名教师工作室家长团体辅导暨
正则小学“问题解决式”家校共
育纵深活动在正则清源楼举行
结业仪式。

仪式中，正则副校长秦明
俊向参加活动的 158名家长表
示结业祝贺，并和成员们一起，
再次回顾了五次活动的学习历
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耿振
美对“正则小学高度重视‘家校
共育’”表示肯定及赞扬，对该
校全体家长积极参与活动、努
力自我成长由衷点赞，她表示
工作室将“持续出力”，帮助学
校、家庭凝心聚力，共同成为

“孩子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家庭
教育的践行者”。

据工作室导师偶小玲告诉
记者，“耿振美名教师工作室”
结合2017年申报立项的省级课
题《“同质性问题”学生的家长

团体心理辅导的实践研究》开
展了此次“亲子共同成长”“和
情绪做个朋友”“用心沟通并肩
前行”等不同主题的家长团体
辅导活动。在团辅中，团队通
过调查问卷方式了解孩子成长
中可能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一
些偏差行为，和学校、家长一起
探讨“家庭教养方式改变的可
能”，旨在“帮助孩子改善偏差
行为的发生”，通过“提高注意
力 提升学习力”“好习惯造就卓
越人生”“和时间做朋友”“亲子
沟通 滋润你我”“做有效管理情
绪的家长”等六大成长主题，让
家长“有所收获”。

活动中，学校、工作室导师
的专业素养与满腔热情深深感
染了广大家长成员，大家纷纷
由衷感言——

“每次活动，老师们都能用
趣味横生的游戏让我们设身处
地地体会到在教育过程中孩子

的感受，教会了我们换位思考、
尊重孩子；还会用真实感人的
案例让我们反省家庭教育中的
得与失，教会了我们反省自我、
帮助孩子。总之，六次活动中
三位导师高质量的团体辅导更
新了我们陈旧的教育理念，修
正了我们错误的教育方式，开
阔了我们的眼光和格局。我们
不再聚焦于孩子的缺点和不
足，学会了体谅孩子、包容孩
子、理解孩子，带着‘牵着蜗牛
去散心’的耐心潜心浇灌、静待
花开……”

“通过这几次课程学习后，
我知道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是
先天与后天环境造成的，也是
可以通过学习方法改善或改变
的。通过现场老师催促我们写
作业的实例，了解到孩子平时
在家学习时，大人不断催促会
打扰孩子的注意力，影响孩子
的情绪，从而导致孩子学习效

率下降。也更加深刻认识到想
要孩子优秀，我们家长得以身
作则，主动好学，积极参与各种
正能量的培训学习，才有能力
去教育和影响孩子，才能耐心
高效地陪伴孩子。愿我们每个
父母都成为孩子最敬佩和学习
的榜样，用爱温柔地坚持下去，
铸造完美现在……”

“什么是好习惯？如何培
养好习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课题，在这里，我想用一种简单
的方式表达出来，习惯，我们
所有日常行为形成惯例，就是
一个个习惯，好的行为就是好
习惯；好的习惯能促使我们的
孩子和我们自身不断地提升，
而不好的习惯则是反作用。那
知道了好习惯之后，我们再如
何培养好习惯，这个问题，老师
推荐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家
庭会议法，和孩子一起确定习
惯的具体内容，反复训练，用一
定的方法坚持至少 21天，让孩
子形成自己惯有的行为，这个
过程就是好习惯养成的过程
……好习惯的培养和我们这些
做父母的陪伴又息息相关。父
母陪伴孩子的核心，时而在前，
时而左右，时而在后。小孩子
处于不同的年龄，在处理不同
的事件时，我们要时刻把控好
一个度的概念，要做到时而引
领，时而陪伴，时而支持。相信
孩子的生命力量，关注孩子的
心理成长，给孩子营造一个温
馨的家！”

家校共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