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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李涛 通讯
员 郭建伟)12、13日，由潍坊学院教师教
育学院主办的潍坊首期心理剧培训班在
学校天一楼成功举行，应用心理学专业部
分师生、潍坊心理学会部分会员、潍坊中
小学生成长导航站心理咨询师志愿者、
部分县市区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员和一线
教师近200人参加了学习。

国际Zeka莫雷诺心理剧学院导演，
实战派团体治疗、心理剧疗法专家，在
校园心理剧指导、结构式家庭治疗、约
瑟夫莫瑞诺音乐治疗与心理剧等领域有
着很深造诣的张承老师，通过12小时的
课程，展现了一位心理咨询师的爱人情
怀和助人使命。整个培训过程把心理剧
“循着求助者来情真意切、贴着求助者

去跟踪追击、伴着求助者走体贴入妙”
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在培训过程中，张承还指导学员演
练了替身、角色交换和镜映三种技术的
运用。现场扑捉求助者的思想和情感，
以求助者的情绪发展为心理剧元素建构
场景，通过让参与者扮演各种角色，促
使求助者独立思索，帮助求助者健康成
长；要求每位学员坚守“不分析、不评
价、不比较、不建议、不追问”的心理
剧职业道德规范。

在张老师的现场带动与鼓舞下，学员
们现场即兴制作参演了主题为“童年创伤
带来情绪困扰”和“自主性成长不足导致
的夫妻情感矛盾”两个心理剧。帮助剧中
主人公走出了困境，增强了自信，重塑了

人格。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培训收获
很大，希望继续举办类似培训班。

据介绍，心理剧是集体心理治疗中最
早出现的一种治疗方式，它能帮助参与者
将心理事件，透过一种即兴与自发性的演
剧方式表达出来。在表演过程中，参与
者可以表达出无法用言语描述的复杂情
感状态，在演出之后有助于减少习惯性
的口语表达及心理的防卫性，并能有效
地唤起创造力、自发性和想像力，进入
深一层的自我认识。心理剧应用的范围
非常广，在美国的社工界、精神医学界
行之多年，对一般人的人际困扰、失
眠、忧郁、亲子感情纠结、性侵害创
伤，以及轻度的精神病患都有明显的帮
助。

咱咱潍潍坊坊也也有有了了
心心理理剧剧培培训训班班
潍坊学院举行潍坊首期心理剧培训班

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文明生活习惯，建立良
好的生活秩序，创造优美、安静、安全的生活环境，
安丘市兴安街道育英中学结合学校实际采取切实
有效措施，加强午间管理力度，确保学生午间活动
质量。

学校制定午间学生管理的具体措施：每天中
午由校领导、班主任、授课教师组成值日小组，对
各班午间在校学生进行登记、考勤，要求值班老师
督促学生休息或学习，还可为学生答疑解难。同
时，学校积极引导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午间活动，
开发学生多元潜能。如学校专门开设了“读书日”，
向学生开放图书室、电脑室等教育用房；丰富学生
午间校园文化生活。

由于学校层层落实安全责任制，工作得法，措
施得当，学生午间活动充满生机而又秩序井然，这
种精细化管理让家长普遍满意、放心，也得到社会
一致好评。

鞠光霞 王淑芳

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学生
群体中，我们随处可见“肥胖儿”和“近视儿童”，沉
迷网络游戏的孩子扩展到了少年儿童，孩子们健
康状况呈日趋下降态势，令人堪忧。

为此，临朐城关街道亭子小学树立“以人为
本，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把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
活动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强调不得以任何理由削减、
挤占体育课时间，同时要求“人人有体育项目、班班
有体育活动”。各班主任为每个孩子进行了身高、体
重、肺活量的检测，以及跳远、50米跑、坐位体前屈项
目检测。学校还专门配备了卫生保健室，并有心理教
师为学生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活动。

阳光体育活动的开展，不仅得到了广大家长
的好评，也让学生强健了身体，愉悦了身心，享受
阳光，享受快乐，轻松学习，快乐生活。

刘爱红 章玉生

为让学校的“高效课堂6+1教学模式”
迅速而全面铺开，近日，寿光市圣城街道
一中召开了全体老师参加的“推进课堂教
学改革，打造自主高效课堂”动员会。

教师抓质量的关键在于课堂。分管
教学的李爱芸副校长表示，课堂上要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要落实高效课堂
的举措，用好导学案，把导学案的重新设
计、认真批改、重点讲解和反思落在实
处。突出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构建自主高效课堂教学。接下来的课堂
大行动分三步走，首先是35岁以下的青
年教师创新大赛，其次是各学科组的骨
干教师示范课演示大赛，最后是全员参
与的一人一堂优质课评选大赛，每一次
的课堂比赛都会依据学校课堂评价量表
评选出先进个人，直接与教师量化考核
挂钩。

动员会上还公布了学校课堂改革的
带头人以及他们的具体做法；同时，还强

调了如何搞好集体备课以及集体备课的
侧重点转移问题。在新形势下，除了备好
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以外，还得注重备
好学生活动和小组合作学习的内容。

本次大会在广大与会教师中引起了
积极的反响，许多教师纷纷发表了自己
的见解和合理化的建议，收到了预期的效
果。这次会议为学校教师实现课堂教学的
高效率、高质量、高效益指明了方向。

刘凤娥 杨勇

春季是火灾多发的季节，特别是农业
生产活动增多、气候干旱持续蔓延，又是
学生外出“春游”踏青活动的大好时节，造
成森林防火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更是森林
防火的关键时期。临朐县柳山初级中学积
极开展春季防火宣传教育，扎紧安全防火
篱笆，紧绷安全弦，成效显著。

该校结合周边实际，对全体学生进行
了防火教育，利用广播室宣传森林防火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将森林防火重要时段、

防火注意事项和措施以及严禁未成年人，
参加灭火等注意事项，对广大学生进行深
入地宣讲。

同时，该校通过在全校学生中，积极
开展防火“五个一”活动，防患于未然。活
动内容，即每班出一期森林防火黑板报、
每一位学生做一份森林防火的手抄报、上
一堂森林防火知识课、组织一次森林防火
班团队主题活动、给每位家长发一封森林
防火宣传信等，大力普及森林防火、扑火

基本知识，使青少年学生了解相关知识，
掌握各种技能，不上山玩火，不在野外点
火，发现火情要及时报告教师、学校或当
地政府，或拨打火灾报警电话等。

通过以上卓有成效的举措和宣传教
育活动，让学生学会了基本的火灾报告、
逃生等防火安全技能，提升了学生们的春
季防火意识，为创造良好、安全的校园周
边环境提供了保证。

巨同辉 张兆旺

近年来，临朐县九山小学本着“学写
字即学做人”的理念，持续推进“师生同
练字，夯实基本功”活动，学生基本掌握
了汉字书写方法、技巧，增强了写规范字
的信心，初步实现了由“会写字”到“写好
字”的跨越。

为创设练字氛围，学校在甬道两侧
墙壁悬挂“一字一世界 一笔一精神”等
固定标语，增强师生敬畏汉字、写好汉字
的意识；把写字排入课表，并要求语文课
上安排10分钟练字，并将写字列入考试。
与此同时，学校、班级还经常开展写字有
奖比赛，调动师生的写字积极性。

学校还制订了《教师书法训练实施
方案》。教师在学中教，在教中学，欲

教先练，以身作则，发挥“师”“范”
作用，提升语文教师书法素养。制定
《学生练字实施方案》，把语文教师定
为写字课教师，把新学生字作为练写内
容，把写字课本当作练字模版。一二年
级每天练字3-5个，主要强调写字姿
势、笔顺，三至六年级每天练字4-8
个，主要强调间架结构及笔画搭配。每
名学生每周习字3页，悬挂于班级评比
栏内展示、点评。

集众师之长，学校探索总结出了
“析、观、模、鉴、改”练字五步骤：
即分析字形——— 字的间架结构；观察布
局——— 汉字各部件在田格的位置；模仿
练习——— 观察老师范写的每一步之后，

对照范字“空描”一遍，再认真书写一遍；
鉴赏习字——— 同学间互相评判所写字的
优缺点；改进写法——— 扬长避短，再写两
遍。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在互评
学优点、历次比赛活动中找到了乐趣，在
进步中找到了自信，练字已成自觉行动，
课间饭后提笔练字已成为偏远的临朐县
九山小学一道独特风景。

2012年，在全县小学生书写等综合
素质测评中，学校位居第四名；2013年5
月，学校在临朐县写字教育现场会上作
典型发言；2013年底攀升至全县11处镇
街驻地小学第三名。

临朐县九山小学 宋喜花 于德义

加强学生午间管理
打造家长放心校园

开展阳光体育活动
打造阳光校园

临朐四中创建校史馆
一直以来，临朐四中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以

人为本”，“以德兴教”是其德育工作的突出特点。
教育学生先学会做人，后学会做学问。而要迅速提
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必须创新工作机制。德育源于
生活，也存在于生活。因此要摒弃空洞、抽象的说
教和灌输，通过阅读启迪、活动体验、榜样学习等
多元途径，培育道德生长力。

而新创建的校史馆，正契合这一理念。国以史
为鉴，校以史明志。校史馆是学校积淀的深厚文化
的再现，是一部典型的生活德育教材。它昭示着先
行者的艰苦与努力，也鞭策着后来人的承继与开
拓。参观校史馆就如同上一堂意义非凡的活动课，
试想当同学们看到“这里是将军的母校，成才的摇
篮！”这句话时，内心是怎样的一种感慨！

李士亮

临朐实施农村教师
镇街安居工程

为切实改善临朐县农村中小学教师居住生活
条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在农村长期从教，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临朐县教育局将“农村教
师镇街安居工程”纳入了县政府对各镇街政府的
教育综合督导项目，并切实开展各项工作，推进
这项惠民工程顺利实施。

为推进工作落实，临朐县教育局将农村教师
镇街安居工程纳入对各镇街的教育综合督导评估
内容，并通过专项督查、会议调度、推介先进经
验等方式加强统筹推进。为加强工作交流沟通，
确保农村教师镇街安居工程顺利实施，决定加强
领导，落实责任，建立工作进展情况月报制度，
各镇街于每月24日将工作进展情况及典型做法等
报县教育局政工科，县教育局将通过印发情况交
流等形式推介各单位的好经验、好做法。

迟家庄小学 祝建庆 冯秀锦

推进课堂教学改革 打造自主高效课堂

柳山初级中学积极开展春季防火宣传教育

师生同练习，写好方块字

调整视角，把握人生
不同的视角可以欣赏到不同的景

色。平视，我们能欣赏青松翠柏；仰视，
我们能坐观云蒸霞蔚；俯视，我们能凝
视潺潺溪水。在平时碰到不同的人与
事，也要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

平视，意味着我们要学会平等待
人。不能高人一等。蔺相如不因为自己
的职位高于廉颇而轻视他，也没有在
面对廉颇的敌视时一味示弱。最终促
成了“将相和”的佳话。

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书
写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必须正确评
估自己的能力，摆正自己的位置。

人不仅要学会平视，还要学会仰
视，那就是仰视梦想。梦想是崇高
的，只要我们仰视梦想，才能在梦想
的指引下完成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

仰视固然能够看到美好蓝天，但
是路仍在脚下，我们更应学会俯视，
脚踏实地地去做事。李冰在江边日夜

研究治水技术，只是想为百姓实实在
在的办事，建成了雄伟的都江堰，成
就了他人生的意义。

人生需要多种多样的视角。我们
要学会用“平视”来摆正自己的位
置；用“仰视”铭记梦想；用“俯
视”来脚踏实地。我们就能收获精彩
的人生。

潍坊文华国际学校
2011级6班 张卓雅

习作园地>>

东明学校举行
“拿什么献给你，我的小学生活”演讲比赛

10日下午，东明学校六年级全体师
生举行了一次主题为“拿什么献给你，
我的小学生活”的演讲比赛。四个班选
拔出来的20组选手依次登台，抒发了对
母校的感恩与留恋，现场气氛令人感
动。

舒缓的音乐轻轻流淌在多功能厅
里，浸润着孩子们的身心。选手的激情
朗诵《回忆最美的童年》、《我的美好

时光》，引领大家回忆了六年来的点点
滴滴，那些充满欢笑与悲伤的瞬间在脑
海中一一闪现，孩子们眼中随之变幻着
快乐、忧伤……一种情愫油然而生，冲
酸了鼻腔，模糊了目光……留恋，留
恋，叫我们如何道“再见”？

《明天，我们就要毕业了》，《拿
什么献给你，我的小学生活》让我们
《把握小学生活这最后的时光》，珍惜

《最后一个学期》，铭记《我的理
想》，再次唱响东明校歌——— “东明学
校，梦想起飞的地方……”牢记“用未
来思考明天”的校训，走向明天！

这次演讲比赛洗礼了孩子们的心
灵，深化了孩子们对母校、对老师的感恩
之情，让他们深刻感觉到了时间的紧迫，
促使他们珍惜且享受小学最后的时光。

徐宝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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