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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强

缘 起
“不少孩子都以自我为中心，遇

到事首先想到的是指责别人……”

“别说像模像样的体力劳

动，就是最起码的吃穿住行都不

能自理……”

“总在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分数、成绩、名次被无限

放大，但成绩好的孩子真的没有

‘输’在起跑线上吗……”

这是我们在一次班主任工

作论坛上交流时发现的部分孩

子身上存在的问题。“这些孩子

怎么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构 思
我们开始讨论、思考，决定

组织“生活技能大擂台，人人都

是小达人”活动。目的就是让全

校每一个孩子都参与活动，在活

动中培养孩子们的劳动实践技

能，助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同时也

促进良好班风、校风的建设。

为了做到人人参与，我们

要求所有孩子参加学习实践，

在家长和教师的指导下先在班

级里达标过关，争当生活技能

小达人。作为检验和展示，再

由学校组织现场抽签产生展示

人员，并把展示结果作为班集

体获奖的依据，评委全部由家

长担任。

同时，我们编制了年级生活

技能学习序列：一年级系鞋带；

二年级穿衣叠被；三年级垃圾分

类；四年级识别食品、药品；五年

级包水饺；六年级制作担架。

活 动
一年级系鞋带接力赛。赛

场上，选手们铆足了劲，用自己

最快的速度奔跑、穿鞋带、系鞋

带。比赛现场伴随同学们响亮

的呐喊声，给了参赛者十足的

动力。

二年级穿衣叠被比赛。哨

声一响，比赛开始了！“睡”在体

育馆自己床铺上的选手们赶紧

起床穿衣服，戴红领巾，叠被

子。瞧，男生手脚麻利、动作敏

捷，叠得多快；女生临阵不乱、耐

心细致，叠得多齐！

三 年 级 垃 圾 分 类 比 赛 。

看！空地上放着4个不同种类的

垃圾箱，分别是可回收垃圾箱、

餐厨垃圾箱、有害垃圾箱和其他

垃圾箱。选手手中有 15 张写有

不同垃圾的小卡片，每两人一

组，用绳子相互系在脚踝处，“两

人三足”每次运送3张卡片，比一

比哪组能将 15 张卡片按照垃圾

分类要求又快又正确地投入4个

垃圾箱中。

四 年 级 识 别 食 品 药 品 比

赛。每个代表队在规定时间内

从 30 种物品中找出 10 种物品，

这些物品主要包括胃药、感冒

药、三无产品、过期的食品和保

质期1年以内的食品。

五年级包饺子比赛。随着

“开始”的口令响起，饺子皮就开

始在孩子们的手中飞转，放馅、

捏口等一气呵成。100 张饺子

皮不一会就变成了一个个小巧

而漂亮的水饺，整齐地排列在盘

子里。

六年级制作担架比赛。生

活技能也包括野外生存应急能

力，一旦发生伤员不能行走的情

况，就要涉及简易担架的制作。

比赛中，小选手变身为救援小能

手，以钢棍和绳子为材料，用最

快的速度做好一个简易担架，并

将“伤员”运送到目的地。

收 获
“为了不给班级拖后腿，孩子

一回家就叫我教他练习系鞋带，

现在早晨衣服孩子都自己穿了，

还叫我给他测一测时间……”

“这样的活动搞得好，不然

我都不知道怎样让孩子去做这

些事……”

“班里的学生都会相互监

督，相互指导了，都希望自己的

班级能获得胜利……”

“拿到生活技能小达人证

书，孩子们可高兴啦！”

听 着 家 长 和 教 师 们 的 心

声，我内心是兴奋的。是啊，我

们的活动就是要贴近生活，要

让每一个孩子都参与其中，更

要引导孩子主动参与，要让他

们感受到集体的温馨，在学校

的生活学习中留下最深刻、最

美好的记忆。

（作者系天台县赤城街道第
四小学校长）

□本报记者 金 澜

在日前举行的省第五届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技能教学观摩
活动中，23名来自全省各地的优秀
心理教师分享了他们的教育心得。

聚焦现状，提升积极品质
2017年6月，一名13岁男孩因

痴迷网游与父亲发生争执，随后跳

楼摔成重伤。

2018年10月，一名少女被8名

12~15岁的同龄伙伴群殴、撩开上

衣羞辱，情节恶劣。

2018年 11月，一名 14岁少女

因厌学离家出走，18天后被民警在

火车站发现。

……

近年来，涉及未成年人自杀自

残、离家出走、伤害他人的事件屡屡

被媒体曝光。社会公众在痛惜哀叹

的同时，也会一再提及中小学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期待早日

建立系统的心理课程体系，在学生

心中埋下一颗积极阳光的种子。

作为全国最早成立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的省份，我省

2016年出台的《浙江省教育事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中，将心理健康教

育设为专栏工程，提出要整合全省

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完善心理危机

干预和转介机制、制定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建设标准、建设心理健康教

育资源库等目标。从2013年起，每

年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

都会举办教师专业技能大赛，并要

求各地组织观摩团旁听学习。比赛

通过挖掘典型、推广经验，掀起了一

轮轮心理教育热。

记者看到，今年组委会为入选

决赛的23名教师一共准备了12个

主题，其中题干中直接带有“积极”

二字的就有4个，而余下的“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改善学习方法”“改

善亲子关系”等主题也都有明显的

正面倾向。庞红卫介绍：“如此命

题，代表了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的一

大导向，我们期待普通教师能着力

提升心理教育的积极品质，在学生

出现自杀、离家出走、厌学等负面情

绪倾向时能及时发现、介入。”

共情理念，增强人物代入
“欢迎来到魔幻森林，现在起请

忘掉原来的名字，代入手中卡牌的

小动物身份，开始今天的森林求生

记！”台州市临海市白水洋镇中心

校教师雷依依执教的“魔幻森林，

温馨家园”课上，8名抽到大灰狼图

案的学生，对扮演绵羊、兔子、马等

食草动物的同学发起一轮轮的捕

猎。而与此同时，作为旁观者的

“狐狸”既可以选择用拯救卡救下

一只小动物，也可以使用捕猎卡加

入狼的队伍。

“被捕的那一刻，我好孤独无

助，真希望有人来救我！”“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当看到被救的同学

露出微笑时，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我想彻底解决弱肉强食的问题，把

人类的文明制度引入森林！”……三

轮捕食后，扮演不同角色的学生都

心得满满，小组谈论环节十分激

烈。雷依依说：“校园欺凌是个虚拟

的概念，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能让

学生迅速带入，自主发现问题，继而

引发深度思考。”

其实，今年的12个选题中不乏

与雷依依抽中的“如何帮助学生预

防、避免、应对校园欺凌”类似的主

题，而要让小学生在短短35分钟的

课堂时间内理解主题可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记者发现，不少教师都选

择和雷依依一样，倡导换位思考、

感同身受，用共情理念来达成教学

目标。

“当八卦主角的滋味真不好受，

以后我再也不造谣传谣、中伤他人

了。”“原来当妈妈这么辛苦，每天除

了上班，还要做家务、照顾长辈。以

后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再也不给妈

妈惹麻烦了。”……在“度过青春期”

“改善亲子关系”等主题公开课收尾

时，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许下承诺。

团体力量，发掘集体智慧
观摩活动中，学生相互激发、帮

助而产生的集体智慧也是一大看

点。记者观察到，不少教师都会在

黑板中央预留一块空白，好让学生

将自己的想法一一写上来分享。

“回形针有哪些用途？”在海盐

县三毛小学教师张忠爱执教的“跳

起来，飞起来——突破思维包围圈”

课上，除了“整理文件”的标准回答

外，人们欣喜地听到了手链、手机支

架、钥匙环、临时鱼钩、食品袋密封

夹等妙用。“扳扳手指一数，大家竟

然归纳出了近20种用途。”张忠爱

开玩笑说，这都可以出本叫“回形针

用途指南”的书了！

而在永康市解放小学教师吴玥

执教的“情绪小精灵的彩色外套”课

上，集体智慧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

致。“情绪小精灵夜里不敢一个人睡

觉，同学们有什么妙招吗？”

“开一盏小夜灯”“放轻音乐”

“身边放防身武器”“上了床就不要

胡思乱想”……听说能够帮助他人，

学生们纷纷奉献妙计，七嘴八舌地

说个不停。慢慢地，“独自安心入

睡10招”初现雏形，好几位跟“情绪

小精灵”有着同样困惑的学生就这

样被开解了。

当日，观摩活动现场总结出来

的宝典远不止此，还有避免网瘾N

招、集中注意力 N 招、克服挫折 N

招等。“办法总比困难多，一个人忧

虑无助时，如果能得到集体智慧的

支招，他就会变得坚强勇敢、积极向

上。”看到舞台上的一幕幕，观摩教

师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据悉，本次大赛首次增设心理

技术应用工作坊环节，分享了心理

禅绕画、关键能力卡、HOPE·正向

激励卡等最新教研成果，进一步帮

助教师拓宽了视野。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副书记吴贤平认为，这是硬件

教学设备和软件教学技能的一次大

练兵。

人人参与的生活技能大擂台比了啥

我省优秀心理教师“尖峰”竞演

探索如何激发学生的积极力量

研研 学学

视视 点点 管管 理理

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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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炳炎

小学阶段，对孩子的关注重点不应在成

绩，而在于阅读。忽视阅读，对孩子的未来

发展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既然阅读这么重要，要让孩子爱上阅读，

作为教师首先要做出示范。而如何引领教师

阅读，我校的做法是开展“会读”行动。

何为“会读”？

“会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共读原

文经典、共同交流心得的学习方式，以“读原

文、悟原理、事上磨、心上修”为目标。

参与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既能学至

精微，而又不空谈。

“会读”参加者之间，人人平等，没有权

威，各抒己见。

准 备
主持人与大家一起选定“会读”篇目。

如我们曾经首读选定《告谕浰头巢贼》，二读

选定《示弟立志说》，三读选定《大学古本及

序》等历史经典名篇。

然后，所有“会读”人员，每天在群中打

卡各自朗读，并上传每天的心得语音，在相

互监督与砥砺中成长。这一阶段，每位“会

读”人员主要以通篇理解文意为主。

一周或半月后，主持人给每位“会读”参与

者分工，各自承包本次“会读”篇目的一个段

落。一旦确定了承包的内容后，这段文字承包

人就要担当起教师的角色，进行深度耕读。大

约再坚持一周后，进行集中现场“会读”。

流 程
“会读”期间，手机关机或静音。主持人负责维护秩

序，并有权打断参与人的发言。

“会读”讨论时，虚心逊志，相亲相敬，不得动气求

胜，长傲遂非。任何人（包括主持人）不得把自己的意见

强加于其他人。

首先是“反身实践”分享环节：由参加者分享上次

“会读”后，自己在生活、工作实践中的体会和感悟。

本次“会读”正式开始后，大家先通读全篇，然后根

据各自承包的段落，依次分享：“我对这一段的基本理解

是……”“我的心得体会是……”

承包人在分享时，其他参加者都是学生，需按照座

位次序顺时针轮流对承包人提问。发言内容为：“老师

我还有什么不懂？”“这儿该怎样理解？”“我这样理解可

以否？”……

主持人可根据参与者的情况，指定某位参与者就某

一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他参与者也可就此问题发

表自己的意见。

先分段“会读”，最后再通篇理解感悟；先理解作者的

文字，然后理解作者文字背后的心思；最后参与者自己尝

试进行链接，得出自己的收获与感悟。

读 后
“会读”结束后，参与者以文稿的形式分享个人的学

习所得。

主持人会提醒参与者在工作、生活中反身实践，“知

行合一”，在下次“会读”前进行分享。

如果“会读”过程中有疑难问题，而组内一时无法解

决，可以由主持人收集问题并到相关专业机构进行咨

询，期待解答。

案 例
如《示弟立志说》的“会读”后，我们形成如下共识。

一是志不立，则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是治学的

根，如果没有立志，就像没有播下种子却去培植浇水，最

终一定是辛苦有加却徒劳无成。这个志不是小目标，与

财富、地位、声名都无关。这个志是大志，是立生命的方

向，立成圣成贤之志！

我们在“会读”时，感觉王阳明先生说得非常在理。

但回想我们小时候的成长历程，可能真的是缺乏高远的

志向引领。让我们思考最多的是，如何让小学生也立上

人生大志呢？我们讨论后认为小学生可主要以小愿望、

小目标激励自己成长，大志向为辅；而18岁后则反过来，

以人生大志为主，近阶段的小愿望、小目标为辅。人处

在有志的状态中，就会心无旁骛，而不再纠缠于琐事中

不能自拔。当然立志永远不晚，立了志就能导之以正，

激扬其高远。

二是正诸先觉、考诸古训是我们学习的两条途径。

怎样去找这样的先觉呢？我们体会出最核心的就是在信

上下功夫，如饥似渴地汲取先觉、古训中的智慧。当自己

的想法与先觉、古训想法不一致时，首要的态度是从而思

之，从而辩之。我们需要的是从自己内心需要成长的角

度去寻找破解之道的学习，这样的学习才能全心全意。

三是有志者，事竟成。立志并不容易。连孔夫子都

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与学，三十而立”。可是立志又是那

么的重要，如同气之帅，人之命，木之根，水之源。因此

我们要每时每刻以立志为要事，这样自己的精神心思可

以高度凝聚融结。

四是立志能除一切苦。古圣先贤虽然各有说法，只

要求其要领归宿，就能合若符契。为什么呢？因为道本

一也。道同则心同，心同则学同。心即理，当我们的良

知清澈，暗合道妙，就是天理。因此动心转念，立志敢

愿，是大事也。

最后，我们都认为，我们所从事的是教育事业，以化

育人心为己任，要推进良知教育，就要让每个孩子尽快

立起高远的志向！

（作者系绍兴市柯桥区实验小学校长、省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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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

态。这给我们学校的心理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作为心理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切实解决学生的现有问题，更要激

发他们的生命活力，以积极的状态度过校园生活。为此，本报记者专门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