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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涵养诗意 科技教育瞻望远方

“没有哪一项事
业像教育一样深刻影
响与决定着国家和民
族的未来。”教育不仅
要培养面向未来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更要
培养有创新精神、审
美情趣、共情能力的
全面发展的人。

南岸区长生小学
秉承“和而不同、美雅
共生”的办学理念，以
市级少儿美术示范基
地学校和区级科技特
色示范学校为引领，
积极引进非遗项目、
科技特色项目，为学
生全面发展奠基筑
路。

汲取艺术的营养
涵养崇艺尚美的诗意

走进长生小学艺术展厅，一件件
造型各异的泥塑、色彩绚丽的布贴画、
朴素典雅的扎染作品等，见证着学校
艺术教育的发展历程。作为一所具有
近百年历史的学校，该校高度重视艺
术教育发展，把美术教育作为推动师
生和谐发展，达到“为孩子终身发展奠
基”目标的重要途径。早在2011年，
学校就获评重庆市首批少儿美术特色
学校。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长生小学负责人表示，“非遗
项目和传统文化进校园，并不是要培
养多少技艺精湛的孩子，而是将具有
悠远历史的民俗技艺与小学综合实践
课程结合，发掘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
思想观念、审美情趣、人文精神、道德
规范等育人价值。”

2016年，学校获评重庆市少儿美
术示范基地校。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
长的专门领导小组，以美术学科为圆
心，长生小学积极挖掘当地各类传统
文化资源，编写有美术校本教材《乡间
童画》《会说话的线条》，学生美术作品
集《泥土的芬芳》等，因地制宜、因学制
宜，相继开展陶艺、根雕、扎染、布贴画
等美术课程和活动，面向全校学生分
梯队实施艺术教育。

2017年，学校特别邀请非物质文
化蜀绣传承人刁娟到校成立工作室，
通过精品社团课，为孩子们讲授专业
的蜀绣课程。

蜀绣又名“川绣”，与苏绣、湘绣、
粤绣齐名，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2012
年入选中国国家地理标志，2019年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保护单位名单。蜀绣以其针法严谨、
针脚平齐、变化丰富、形象生动、富有
立体感等特点，与蜀锦并称“蜀中瑰
宝”。

“轻描细绣、一针一线、一扬一顿……
‘非遗’技艺历经几代人的长期沉淀，有
着难以估量的历史厚度。”谈及蜀绣，学
校特约蜀绣指导老师刁娟眸光闪动，“非
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根植于民族的传统文
化，又潜藏于我们的精神基因中，将这样
的文化技艺带进校园，本身就是一种传
承。”

课堂上，从蜀绣的发展历程、审美价
值到蜀绣的工具原料、精湛针法，孩子们
听得津津有味。从一笔一画到一针一
线，亲眼见证一件件精美的作品诞生，孩
子们领略蜀绣带来的美感，享受收获的
成就。课堂外，学校开设蜀绣精品社团，
将蜀绣融入假期实践、工会活动、家校共
育等，面向师生、家长推广。

“孩子学习蜀绣之后，做事更加专注
细心，审美能力也大大提升。”临近假期，
不少家长主动问起，想要与孩子一起参
与蜀绣实践项目。

近年来，学校蜀绣等美术项目多次
在全国、市区获奖，多次代表学校亮相

“缤纷南岸”展示，收获专家、社会一致好

评。

播种素养的种子
瞻望科学创新的远方

2020年底，VEX2020机器人世界
锦标赛中国总决赛在重庆南坪国际会
展中心圆满闭幕，长生小学参赛队伍一
路过关斩将，斩获VEXIQ小学组1个
一等奖，1个二等奖。

翻开长生小学科技教育的荣誉簿，
这样高水平、高含金量的奖项，不在少
数。从农村学校到城镇学校，再到南岸
茶园城市中心，长生小学几经更迭和变
迁，无数的荣誉背后，是学校多年如一
日对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培养的教育哲
思。

近年来，长生小学在“思远行雅，博
学艺深”育人目标指引下，以各类科技
教育和比赛活动为载体，从组织管理、
配备资源、打造队伍、课程活动等方面
着手，培养学生科学兴趣、创新意识、实
践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科学文化素养。

学校将科技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规
划，成立由校长领衔，专职教师、兼职辅
导员组成的教师队伍，通过区科技局科
协、区教委、少科站等平台培训，打造一
支爱岗敬业、技能精湛的科技辅导员队
伍。

长生小学科技活动负责老师徐平
介绍，学校把科技教育纳入校本特色课
程“和雅课程”的选修课中，编著了《科
技创新》校本教材，每个班每周安排一
次科技辅导课程，由专职老师对学生进
行科技方面的兴趣培养和技能训练。

一年一度的科技节活动，是孩子们
最喜欢的科技大比拼、大展示环节。科
技节期间，学校通过科技展板、科技长
廊等，从外围环境上让学生耳濡目染，
感受浓浓的科技氛围；各班组织召开科
技主题班会，让科学家们的励志故事激
励孩子；通过办主题板报、手抄报评比，
让科技知识入脑入心；层层通关的评比
展示，让孩子们体验竞技的乐趣，收获
成功的喜悦……

为针对有特长的学生实现个性发

展，学校开设机器人项目、创新大赛项
目、电子机床、缝纫、小实验家、积木编
程等多个科技社团，形成培养梯队，引
导学生关注身边的科学、渗透综合科普
等科技内容，重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逻辑思维的培
养。

值得一提的是，为调动更多孩子热
爱科学，学校还积极探索科技教育学科
融合。美术课堂上的科幻画、语文课堂
上的科学小论文，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
中接受科学的熏陶。

一石激起千层浪。如今，在艺术、
科技教育的带动下，学校体育、德育、劳
动教育等全面开花。中德足球联盟走
进校园，带领孩子们开展嘉年华活动；
舞蹈队节目《龟兔赛跑》获区一等奖，参
加全国中外人文小使者比赛；学校特色
器乐项目巴乌，获重庆市班级器乐展演
一等奖；师生在校园农场播撒汗水，收
获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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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非遗”魅力 动手科技实验

——长生小学以非遗项目、科技特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看南坪实验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探寻之路

陶行知说：“爱是一
种伟大的力量，没有爱
就没有教育。”

只有教育追求身心
和谐，孩子方能成长为
大写的“人”。

那么，幼儿园该如
何发展心理健康教育，
促进孩子身心和谐发
展？

作为南岸区心理健
康教育体系构建项目，
首批实验学校中唯一一
所幼儿园，南坪实验幼
儿园在南岸区“身心和
谐，幸福教育”宗旨的引
领下，结合幼儿园自身
特点，以积极心理学理
论为支撑，探索出了一
条独具特色的心理健康
教育之路。

“培养幼儿积极心
理品质，促进幼儿自我
意识、情绪情感、行为习
惯、个性心理品质和社
会适应能力等发展是我
园心理健康教育的目
标。”南坪实验幼儿园园
长杨再慧表示，全园坚
定以“爱”为主旋律，唱
响心理健康教育歌，助
力孩子走好迈向社会的
第一步。

以爱奠基
保障每名孩子受教育的权利

做有温度的教育，是南坪实验幼
儿园不变的追求。

建园之初，幼儿园收到一位需要
特殊教育的孩子，但因没有专业教
师，无奈劝退了该生。虽是迫于现实
造成的遗憾，但也让教育流失了温
度。

2006年，在与英国一所幼儿园
交流中，南坪实验幼儿园得知该园由
政府拨款，聘请专业老师辅导需要特
殊教育的孩子后大受启发。随后，幼
儿园决定弥补“遗失”的温度。

2014年，南岸区心理健康教育
体系构建项目启动，南坪实验幼儿园
成为25所实验学校之一。幼儿园在
区“积极心理校园行”活动推进下，确

定以面向全体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促
进积极情绪和积极心理品质培养为
主，结合针对特殊需求又并非特殊儿
童的心理辅导，接纳特殊儿童的融合
教育，开展幼儿心理健康教育。

为此，幼儿园从教育环境打造、师
资建设、家校共育等多方面进行了探
索。2015年，幼儿园发现一名孩子不
喜欢交流，总是沉浸在自己世界中，与
20多年前做法不同的是，幼儿园对其
进行了积极引导和耐心教育。

这次接手，源于保障每名孩子都
有受教育的权利的理念，以及幼儿园
对心理健康教育有了初步探索。

在师资方面，幼儿园有毕业于四
川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具有国家
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杨曼莎，毕业
于重庆师范大学特殊儿童心理与教育
专业、主研特殊儿童语言教育的向芩

苇，作为专业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其次，每名老师既是教育者亦是

受教育者。全园从行政到每一名工作
人员都进行了心理健康专业培训，在
保证自身身心健康的同时，引导幼儿
身心和谐发展。

此外，幼儿园于2013年成立了
“快乐成长”心理工作室，设置了心理
咨询办公接待室以及集“情绪疏导区”

“团体辅导区”“艺术放松区”为一体的
综合功能室，为孩子们营造了安静、温
馨、亲切、安全的环境氛围。

在专业教育方面，幼儿园运用了
“奥尔夫音乐治疗”“沙盘游戏”“绘画
治疗”等颇为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
学方法。在家校共育方面，每学期定
期开展1次-2次活动，邀请家长走进
幼儿园学习育儿方法，改善育儿观念。

多措并举，多管齐下，从硬件设施

到软实力的全方位打造，让心理健康
教育成了幼儿园的一张亮丽名片。

科学育人
擦亮心理健康特色品牌

该幼儿园的心理健康教育有何特
色？产生了哪些成效？答案在于幼儿
园坚持“因材施教”“科学育人”的育人
理念。

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分层教
学是特色之一。幼儿园设有针对全体
孩子一月一次的活动，有面向少数儿
童开展的情商俱乐部活动，有面向个
别儿童开展的特别辅导。每个层次均
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以及个体特
性进行教学，成效显著。

“心育角”是幼儿园开展环境育人
的一大举措。每个年龄段的孩子有不
同的心理需求和敏感期，每个班也有
不同个性的孩子。“心育角”根据孩子
的年龄段和个性特点，设置不同内容，
满足孩子的不同心理需求。

小班幼儿分离焦虑情绪较普遍，
情绪不稳定，老师采用插卡记录心情
的方式及时了解幼儿情绪，对情绪低
落的幼儿给于特别关注和及时的引
导。

中班的“避风港”，通过心情漂流
瓶、心情加油站、百变小丑、养龟日记
等活动，让幼儿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
和满足感。

大班则创设了“心语心愿”角，重
点引导孩子正确表达和抒发自身情
绪，通过制作“一本奇特的心情书”，操
作“魔力柱”，绘画“我的心愿”等方式
排解负面情绪，促进良好个性的形成。

除了开展本园的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幼儿园还分享本园经验，让其他孩
子共同受益。在区内，杨曼莎与其他
老师一起开展教研活动；在区外，杨曼
莎到石柱为对口帮扶的幼儿园上示范
课、开展教研活动；在全国，幼儿园教
师在第十届全国学前儿童健康教育学
术研讨会上，分享本园心理健康教育
的具体做法，获得了一致好评。

身心和谐
让生命在快乐中绽放

“小晨晨（化名）听说你会自己吃
饭了啊，好能干哦！”“小晨晨，你真
棒！”……在幼儿园里，老师们组成的

“戏精联盟”对小晨晨取得的点滴进步
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给予及时的
反馈与夸奖。

每次用餐后，小明（化名）学会了
主动收拾餐桌；每天午休后，小双（化
名）可以自己穿衣服了；每次遇到问
题，小溪（化名）会讲道理了……面对
每个“进步宝贝”，老师们总是积极表
扬。孩子们也在老师的正面鼓励中，
学习了新技能，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杨曼莎表示，“戏精联盟”是将积
极心理学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的具体体
现，让孩子们在每一件小事的熏陶中、
在每一次活动的参与中快乐成长。

在幼儿园的影响下，孩子们还将
这种积极情绪带回了家中，让学校教
育辐射到家庭之中。

“爸爸妈妈，当你们生气时就深呼
吸，不能说伤害别人的话。”一次，一名
家长因小事和丈夫发生争执，孩子见
状后，对他们进行了“教育”。

“这些话居然出自一个幼儿园的
孩子之口，让我们感到意外，也为孩子
的成长感到欣慰和骄傲。此后，我们
也对自身的情绪管理进行了反思。”在
幼儿园组织的一次家长会上，家长分
享了自身感受，并为幼儿园的教育竖
起了大拇指。

“学前教育是孩子开启校园生活
的第一步，我们会不断探索、不断完善
教育教学方法，促进孩子身心和谐发
展。”杨再慧表示，走进幼儿心灵，守护
幼儿秘密，分享幼儿喜悦，关注幼儿健
康，践行积极心理学理念，是幼儿园不
变的追求。心理健康教育之路任重道
远，南坪实验幼儿园一直在路上。

何霜 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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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游戏中积极交朋友

用爱办有温度的教育 用心打造快乐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