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展台
电话：010－82296896�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1478209202014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三／ 04AD

小雯就读于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
她是一名敏感的初一女孩， 经常在网
络空间上写些消极的话。 一天， 妈妈
看到她转载了一篇跳楼自杀的新闻 ，
还评论说 ： “真不如死了算了 ”。 惊
慌失措的母亲只好求助于心理教师李
春花。

“孩子刚来的时候态度并不积极，
她来找我是为了向班主任老师交差。”
李春花事先了解到小雯爱画画， 就请
她现场画一幅名为 “一个女孩” 的画。
只见， 画面上是一个带着皇冠、 穿着
公主裙的女孩， 但脸上有几滴泪， 周
围都是飘零的黄叶。

于是， 李春花选择从这幅画和小
雯谈起。

“妈妈总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公主，
可我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 也不想做
公主。 妈妈要求我成绩名列前茅， 还

为我报了钢琴、 绘画课外班。 节假日
从来不允许我自由安排， 总是排满各
种计划……”

听着小雯发自内心的讲述， 李春
花终于明白为何同学们公认小雯样样
出色却难以接近的原因所在。 “她觉
得自己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 还伴有
严重的考试焦虑， 一遇到考试就会严
重腹泻。”

李春花发现， 小雯情绪消极的根
源在妈妈身上。 于是， 她大胆邀请小
雯妈妈一起来心理咨询室。 原来父母
关系很是紧张， 为了孩子不得不维持
着一个表面完整的家庭。

“本来小雯妈妈就极其重视唯一
的宝贝女儿， 现在女儿更是成了她全
部的情感支撑。” 李春花坦言， 对于未
成年的孩子来说， 这是一件可怕的事
情。 她被迫承担起本应该由爸爸承担

的对于妈妈的爱和关注， 同时也承担起
由此带来的压力和责任。 这个担子太重，
所以小雯不堪重负。

针对小雯的状况， 李春花决定从4个
步骤来帮助她。 第1步， 建议班主任多给
小雯一些参加班集体活动的机会， 让她
走近其他同学； 第2步， 让妈妈给小雯一
些自由， 让孩子能够自主安排自己的时
间， 从掌控感中获得快乐； 第3步， 通过
和小雯妈妈的访谈， 让她明白小雯的问
题背后首先是她的问题， 作为妈妈， 要
想让女儿成长， 自己也应该继续成长 ，
而不是只盯着女儿， 期望孩子替自己实
现梦想； 第4步， 建议小雯爸爸妈妈去做
婚姻咨询。

慢慢地， 小雯有了很大改变。 两年
后的今天， 她已经是一个爱笑的阳光高
中生了， 各方面都像一名真正优秀的公
主。

活泼开朗、 自信阳光是丰台第七中
学所有师生对海荣的印象。 谁知正是这
样一名阳光少女， 在两年前还是一名默
默无闻、 自卑心极强的 “丑小鸭”。 看着
孩子翻天覆地的变化， 心理教师陈文凤
比谁都欣慰。

自从2011年丰台区开展学生心理剧
大赛以来 ， 丰台七中每年都积极参加 。
2013年， 《天生我才》 还被评为丰台区
中学生心理剧特等奖。 有幸的是， 海荣
也参与了演出。 尽管她演绎的是一名配
角， 甚至更多的是念旁白， 但当评委会
宣布丰台七中荣获特等奖时， 她比任何
人都激动。

“比赛当天， 海荣见到了在小学期
间被视为女神的老同学小娜， 可小娜所
在的优质初中校荣获的是二等奖。” 陈文
凤分析说， 海荣幼小的心理突然起了巨
大变化， 她第一次感觉到普通初中校不
比优质初中校差。

回来后不久， 师生们发现海荣像变了一
个人， 似乎各方面的潜能瞬间爆发了。 至今，
海荣还对心理剧本中的一句台词铭记在心：
“上帝不会无缘无故创造我， 每个人在不同方
面有不同优势， 我要学做自己故事的主角。”

如今， 海荣已是一名初三毕业生了。 回
首初一时， 陈文凤笑称 “真是女大十八变，
现在完全蜕变成白天鹅了”。

和海荣情况略有不同的是金哲 。 三年
前， 小金哲刚来丰台七中时处处叛逆， 就连
父母也想放弃对他的教育。

“孩子智商不差， 但情商低。” 这是金
哲给陈文凤留下的第一印象。 在接下来的日
子里， 除了定期做心理辅导外， 陈文凤尽可
能发现孩子的闪光点， 鼓励他加入校园主持
人和心理剧演出。

三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今年9月， 金哲
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部。
虽然分隔在两个校园， 但陈文凤对这名大男
孩仍然相当挂念。

如今， 人们把不幸得了自闭症的孩
子称为 “星星的孩子”。

老天并未眷顾7岁半的梦之， 恰巧也
是一名 “星星的孩子”。 如今， 她就读于
丰台第五小学一年级。 入学初期， 心理
教师紫翠红发现梦之与其他小朋友不太
一样， 似乎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课堂上随意下座位， 随意发出声
音， 不能按照课堂学习内容进行学习 ，
有一定的刻板行为。” 尽管梦之有自闭症
孩子共同的症状， 但细心的紫翠红还是
发现了梦之的优点。 原来， 梦之记忆能
力很好， 最喜欢看带图的绘本。

通过心理测试， 紫翠红发现梦之的
心智年龄停留在3岁左右。 经过了解， 才
知道孩子2岁多了还不会说话， 3岁开始
在机构做训练， 包括语言训练、 感统训
练。 直到3岁后， 才出语言。

“那会梦之在幼儿园总也坐不住 ，

我就在家经常让她练习坐姿。 我对孩子要
求严格又容易发脾气， 所以孩子也容易发
脾气。 后来在爸爸的劝说下， 我开始调整
心态， 正视孩子的现实情况。” 当梦之妈妈
诉说孩子在幼儿园度过的艰难两年时， 眼
圈渐渐红了。

听完梦之妈妈无奈的叙述， 紫翠红开
始和学校及班主任老师商量， 建议给孩子
提供一个个别化的支持策略。 在一对一的
课堂上， 首先对孩子进行情绪调整， 使她
可以以平稳的情绪融入集体教学。 然后再
对她进行共同关注、 模仿、 意图理解、 动
作、 语言等方面的干预 。 值得一提的是 ，
在一对一教学中是以游戏方式进行的， 让
梦之在游戏中快乐地发展自己。

针对学校其他有特殊需求的学生， 丰
台五小还设置了3至4人的小组游戏课。 让
小朋友们在游戏中发展同伴关系， 以同伴
的力量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

自从发现梦之的状况， 丰台五小为孩
子每周设有一节沙盘治疗课。 紫翠红根据
她的作品及在完成作品的过程中的自言自
语， 分析出梦之的语言是片段式的， 很多
时候用词不当、 语法错误、 语言中断， 并
且很多语言都是以动物或者物体等第三者
的角度表述出来的。

起初 ， 梦之的作品没有完整的情境 ，
看到什么随意摆放， 对于部分沙具的象征
意义也不同于一般儿童的理解， 没有达到
相应的水平 ， 自己会给出操作性的定义 。
比如骷髅， 她认为是人物， 是小朋友。

开学至今已经近两个月了， 现在的梦
之很喜欢上学， 也非常配合老师上课提出
的要求。 看到孩子的进步， 紫翠红兴奋地
说 ： “梦之基本可以在班内上集体课了 ，
下座位、 随意出声音现象有所减少。 在她
摆放的沙盘中还有现实生活场景出现， 部
分情境有少量的内在联系。”

学生亲身演绎心理剧，
教师积极提升基本功

丰台区校园心理剧大赛自2011年至
今已举办四届， 共150部作品参赛。 涉及
题材有亲子沟通、 异性交往、 同伴关系、
偶像崇拜、 生涯规划和健康上网等。

丰台区教育部门领导表示 ， 校园心
理剧大赛的创新开展， 开辟了一条各层
面教育参与者共同携手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宽阔路径。 学生和老师、 家
长一起创编、 排练、 表演和观看校园心
理剧， 在一个个精彩的表演、 一幕幕动
人的剧情、 一句句感人的话语中， 呈现
和探索着他们的生命故事， 展示着他们
强大坚韧的心灵力量。 校园心理剧大赛，
是丰台区探索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一次
成功有效的尝试，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发
展， 已经成为丰台区一大心育特色， 在

全市范围内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除了心理剧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方

式， 丰台区还以 “育心杯 ” 心理教师基
本功大赛、 心理教育成果评比、 心理活
动周等多种形式， 促进了全区心理健康
教育的蓬勃发展。 心理教师在设计心理
活动课方案时 ， 会在同一主题的框架
下， 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特点， 为他们
设置不同的活动方案。 教师结合实践与
感悟 ， 阐述对重要心育文件要点的理
解， 对心理活动课学科特色的体现、 如
何促进学生学以致用、 个人遇到心理困
惑时的调节、 与班主任的工作配合等专
业领域进行深入地探讨， 并且进行专业
魅力展示。

“一网一线一室” 搭
建沟通桥梁

一网即 “沙燕心理网”。 这是由丰台
区承办的北京市中小学数字德育网站 ，
丰台区心理教研室针对学生心理问题 ，
选择优秀文章， 及时更新， 所选文章受
到师生、 家长的欢迎， 点击量很大。

沙燕心理网不仅服务于丰台区的学
生， 也吸引了北京市其他区县学生的关
注， 平均每次寒暑假专题活动， 都有百
余所中、 小学生参加。 学生们通过参加
“感动·感恩·感悟———献给关爱我的人”、
“我的优势， 我的力量”、 “我的梦想我
描绘 ”、 “重要他人我感念 ” 等专题活
动， 在网络平台畅谈自己的感悟与体会，
与所有参与学生一同分享。

“沙燕心理网还特别关注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的心理特点。” 青少年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主任程忠智坦言， 考虑到这部
分学生随父母远离家乡， 来到北京在学
习、 生活、 情感中容易产生的问题， 分
别设置了八个板块： 心理百科、 心情故
事 、 师生互动 、 开心父母 、 教师园地 、
咨询中心、 心理测试以及心理论坛， 以
帮助这些孩子健康地成长。

一线即 “沙燕心理热线”。 以 “用心
倾听烦恼， 诚心化解忧虑， 真心陪伴成
长” 为宗旨， 定期安排心理教研员及一
线心理教师值班， 为区内、 外寻求帮助

的学生、 家长解决了诸如亲子关系、 家庭教
育、 学习困惑、 个性心理等诸多问题。

一室即 “心理咨询室建设”。 丰台区每
一所中小学都设立了心理咨询室 ， 并配备
了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老师 ， 有的学校还
配备了心理专业教室。 丰台区青少年心理
健康教育中心主任程忠智谈到 ： 独生子女
因为缺少兄弟姐妹的陪伴 ， 容易产生孤独
感 ， 可能会在学习 、 自信心 、 异性交往 、
人际沟通、 青春期逆反 、 网络游戏等方面
产生困惑， 如果不及时干预 ， 学生可能会
产生心理问题甚至心理疾病 。 心理咨询室
的开设， 就是为这些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安
全的环境 、 能触动内心 、 找到问题症结 、
寻求解决办法的场所， 由专业教师引导学
生健康成长。

心理师资队伍不断壮大

目前， 丰台区每所学校配备了专、 兼职
心理教师， 辖区内共有37名中学专兼职心理
教师、 91名小学专兼职心理教师， 其中包括
20多名心理教育专业毕业的博士、 硕士研究
生。 为提高专、 兼职心理教师的教学水平，
丰台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先后组织了
“对中高考毕业班提供心理帮助”、 “青春期
健康教育 ”、 “校园心理剧创作与赏析 ”、
“学校心理教育实践中的难点”、 “学习心
理” 等多次专题研讨与评比， 精心指导心理
教师教学， 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教育水平， 开
展 “个体心理咨询”、 “团体心理辅导” 等
现场模拟演练与培训， 促进教师们业务提
高。

除了关心学生们的心理健康发展， 丰台
区还特意为校长书记们开设了 “党政正职心
理支持培训”。 目前， 全区180名中小学、 幼
儿园党政正职分六批全程参与了此次培训。
在培训过程中， 校长们坦诚交流， 积极参与
丰富多彩的体验及互动活动。 这不仅有利于
正职领导自己增加幸福感， 更有利于他们成
为学校教师幸福的带头人。

在北京市和丰台区教育部门领导的带领
下， 丰台区心理教育 “十二五” 规划中所制
定的心育目标 “使全区心理文化底蕴增强，
心理教师队伍优良， 心理活动特色鲜明， 心
理教育质量提高”， 正在稳步实现。

作为北京“城南
计划” 所覆盖的重要
区县， 丰台区将教育
的发展列为民生工程
的重要任务之一。 健
康的心灵是学生成长
的重要保障， 并将直
接影响每一个孩子终
身的幸福与发展。

心理课、 校园心
理剧、 心理沙盘……
近年来， 丰台区青少
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
分院心理教研室），
逐渐探索出一条立足
学校、 源于师生、 全
面渗透、 生动活泼的
心理健康教育之路，
一步步构建起和谐发
展的区域心理健康教
育体系， 并在北京市
产生了极大影响， 赢
得了老百姓的口碑。

█ 典型学校

丰台第七中学
让学生做自己故事的主角

█ 心理辅导

“失落” 公主笑了
█ 班级故事

“星星的孩子”进步了

丰台七中 《天生我才》

沙盘游戏

小组建设———队标设计

（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曹 阳 袁富文 王斌斌）

北京丰台
新招式缔造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