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

我们尊重和欣赏与我们不同的人。

我们对彼此的态度和行为负责。

我们遵循共同的规则使得我们彼此和谐相处。

我们彼此提供诚实和建设性的反馈。

我们重视每个人带来的不同力量。

辩证性思维

我们从多个方面和角度来看待每一件事情。

我们避免对复杂的问题给予过于简单的答案。

我们用战略的眼光来寻求结论。

我们用系统的方法来对待问题。

我们恰当地运用分析和科学的方法。

Collaboration
We respect and appreciate people who are different from us.
We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one another in our attitudes and actions.
We follow rules which allow us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one another.
We provide honest and constructive feedback to one another.
We value the different strengths that each individual brings.

【趣味运动会】我运动 我健康 我快乐

自信

我们坚信我们的信念和价值观，并据此而行。

我们不会被对失败的恐惧削弱。

我们不逃避痛苦或困难。

我们采取主动并把握来领导的机会。

我们知道所有的改进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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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
We are secure in our beliefs and values, and act accordingly.
We are not diminished by the fear of failure.
We do not shy away from pain or difficulty.
We take initiative and embrace leadership opportunities.
We understand that all improvement is a never-ending process.

背夹球考验的是身体协调能力与团队协
作水平，六年级小朋友在本场比赛中，稳中
有序，搭配得宜，毋庸置疑地赢得了本场比
赛。

滚雪球比赛要求全程必须手拉手，人数
依次递增，12人全部到达终点为获胜。

“你累了吗？”
“嗯！都跑十圈了！”
“那我拉着你跑吧！”
希望这种互相帮助的团体精神一直留在

孩子们的心中，成为温暖的港湾，更是坚定
的支撑。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最终还是迎
来了闭幕式，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祝贺获胜的同学们。希望你们一直保
持着这份热情、这份爱，去面对学
习，面对生活中的所有难题，挑战自
我，迈向卓越。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为本次运动
会付出时间与精力的老师们，谢谢你
们给小朋友大朋友们准备了一场趣味
纷呈的运动会。

创造力

我们采用好奇和全新的眼光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我们有开放的心态和勇气来探索。

我们并不总是走老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们期望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真理。

我们为新思想和新方法而喝彩。

Creativity
We approach problems with curious and fresh eyes.
We have the openness and courage to explore.
We don’t always take the old path to get to our goal.
We expect to find truth in unexpected and surprising places.
We celebrate the generation of new ideas and solutions.

交流

我们重视诚实、清晰和直接的互动。

我们积极倾听，以便能够深入理解对方。

我们使用并注意语言和非语言的沟通技巧。

我们善于理解并欣赏不同的沟通风格。

我们力求使我们的谈话富有成效。

嘉洋国际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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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We value honest, clear, and direct interaction.
We listen actively so that we can deeply understand others.
We use and pay attention to both verbal and non-verbal skills.
We are sensitive to and appreciative of different styles of communication.
We seek to make our conversations efficient and productive.

青春无限好，运动正当时。2019年11月2日，淮安市嘉洋
国际学校2019年秋季趣味运动会在操场顺利开展，初小部全
体学生积极参赛，为团体荣誉奋力拼搏，勇争桂冠。

本届运动会共分为两场，上半场比赛项目有：50米迎面
接力、小马过河、赶猪、两人三足、赛龙舟、三分钟跳绳，
下半场比赛项目有：看谁投的准、背夹球、滚雪球、拔河。
每个项目都至少有两位老师负责学生的纪律与安全，悉心照
顾，积极加油，和孩子们一起融入有趣的运动之中。

Critical Thinking
We look at everything from multiple angles and perspectives.
We avoid oversimplified answers to complex problems.
We use strategies to come to conclusions.
We approach problems systematically.
We apply analytical and scientific methods appropriately.

使命宣言

嘉洋国际学校致力于帮助学生在智力、社交、灵性和学业上全面发展，并逐步形成 “仁爱、正直、

信念、卓越”的普世价值观。
Mission Statement
The mission of Joy International School is to empower young people to develop intellectually, socially,
spiritually, and academically in pursuit of the enduring values of love, integrity, faith, and excellence.

战略愿景

嘉洋国际学校使用专业并富有热忱的教师团队，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里，通过富有挑战性的

适合的课程给予学生有效的教学指导，帮助学生充分准备好将来进入他们心仪的大学并获得成功。

Strategic Vision
Joy International School prepares its students to succeed in any university of their choice by providing a
nurturing,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environment, a challenging and relevant curriculum, and effective
instruction taught by a qualified, passionate staff.

校园整体学习成效

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同意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持守以下信念并以身作则为学生做出榜

样。
School-Wide Learning Outcomes
As a community, we agree to uphold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n our own lives and model them for our
students.

http://www.jcxxb.com/


交流发现，这个孩子上初中前都是和妈妈一
个床睡觉，连最简单的叠被子都是妈妈代
劳，洗脸水也是妈妈给准备好，吃饭的时候
甚至是妈妈把饭盛好，等凉了，送到跟前，
才开始吃。一上初中，失去了母亲这根“拐
杖”，没有了一丁点的生活能力，突然感觉
自己孤零零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被爱的感
觉荡然无存，心中存在的安全感，归属感，
瞬间崩塌。

《正面管教》一书中有这样的观点：家
长在孩子3岁以后，如果父母继续为孩子穿衣
服，就是在剥夺孩子发展责任感、自立和自
信意识的机会。孩子就不大可能培养出对自
我能力的信心。相反，他们觉得只有当别人
替他们做事时才会有归属感。没有对自己能
力的信心，孩子就不大可能在学校里学得
好，也不大可能培养出成功人生所需要的技
能。

如果父母花时间训练孩子的生活技能，
并允许他们通过实践这些技能来培养责任感
和自信心，孩子就会掌握有价值的生活技
能。孩子耽误得越久，就越难以改变他们对
于怎样才能得到归属感和价值感的看法。这
让我想起我们的学生。

所以，从孩子的出生，就要了解孩子的

新学年伊始，在校领导的带领下，我们
全校开展对《正面管教》这本书的学习。对
于我来说，作为一名年轻的教师，缺乏丰富
的教学经验，如何去引导、教育学生，如何
与学生相处是我需要认真对待和学习的地
方。《正面管教》这本书的出现，正好拓宽
了我的视角，让我对孩子们的教学有了更深
的理解。正面，既不是仰视的观察角度，也
不是俯视的观察角度，正面是用平视的角度
去观察。管教，需要一种平行的相互地位关
系。

初读《正面管教》第一章“正面的方
法”，就让我受益匪浅，我在其中学到很多
操作性的方法。所谓正面管教，指既不用严
厉也不用骄纵的方法来管教孩子，孩子们在
和善而坚定的气氛中，能充分的感受到归属
感，体现出更多的自我价值感，还能培养出
自律、责任感、合作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了这样的能力，不管是在学生时代，还是
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孩子们都能终身受
益。这是这本书的大前提，也是一个宗旨。

新的学期、面对新的老师，学生会充满
好奇心，怎么才能把这种好奇心一直持续在
美术课堂中呢？我不断的完善课程教案，希
望呈现出充满趣味且内涵丰富的课堂。学期
开始，我没有按部就班的以书本上的课程来
开始我的授课，我想美术教室是他们的自由
发挥想象力的空间，而现在空白、空旷的白
墙屋子太缺乏美术画室的美感氛围。第一节
课认识大家后，我即提议让我们一起美化我
们的美术教室，重新规划美术教室，首先从
白墙开始，提出《墙绘设计》这一课题，高
中美术班是21人的课堂，《墙绘设计》课我
分两课时开展。

第一课时：讨论设计稿
21人的美术课堂分成3组，U形的课桌摆

放设计，让课堂变得不那么呆板、无趣。慢
慢熟悉小组成员后，第一步就是讨论设计主
题，美术教室是学生美术学习的空间，我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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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管教》读后感
——《墙绘设计》课 张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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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嘉洋国际学校教师培训之《正面管教》读书笔记系列

如何不惩罚、不娇纵地有效管教孩子

在生活中，我发现，家里的老大责任性
很强，追求完美，循规蹈矩，有条理、好
胜、独立，有自己的主见。而老小因为被哥
哥娇惯，总希望别人为其服务，这样才能显
得自己有多么的重要。并且老小贪玩，但富
有创造性。对于这些现象，很久之前就有耳
闻，但从没有深层的考虑过。本学期，学校
组织阅读《正面管教》一书，内心豁然开
朗，原来了解孩子的出生顺序，也是走进孩
子内心世界的一条途径。孩子阳光性格的塑
造，走出低谷，走向辉煌，也可以由出生顺
序实现。

一、独生子
德雷克斯说：“永远不要替孩子做任何

他自己会做的事情。”但对于大多数独生子
女来说，家长为了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几
乎包办了孩子的所有生活技能。孩子一旦形
成了一定的行为、习惯和品格，要想改变非
常艰难。

某个学生，以非常高的分数考进嘉洋，
可是到了学校后，成绩一落千丈，怎么也学
不会了。家长着急，老师着急，她自己更着
急。有的老师怀疑，是不是考试作弊得来的
分数，众说纷纭。后来家长说，初中生活不
适应，初中学习方法不适应。后来经过多次

共同的探讨商量下，最终确立设计稿。这节
课我最大的感受是，老师真的需要去鼓励学
生、尊重学生，课堂与学生共同制定相应的
规则，学生们真的做的很好。每个学生都是
独特的个体，应该用尊重而坚定的态度去对
待每位学生，对待每一节课。

第二课时：墙体绘画
整体墙面还是按分组上墙操作，在开始

之前我提议投票选取三名同学做各组的组
长。三名组长中起初我并不看好一位，在之
前的一节课中我认为他上课的态度是有些不
端正的，并不认为他能称职的做好组长。很
多同学都是第一次在墙上画画，对上墙作画
的流程、绘画颜料的性质都不了解。我在课
上仔细介绍了墙绘颜料，丙烯画的特征、性
质后，同学们开始动笔绘画。在课上每组各
自安排一名有绘画基础的同学，让他们带着
其他小组成员去尝试完成墙体绘画。

第一步、铅笔起稿设计图
在三名有绘画基础的同学带领下完成的

很顺利。
第二步、整体大色调铺色
这一过程是相当辛苦的，需要所有同学

努力投入。墙体作业有一定的高度，同学们
需要站在课桌上完成。每组同学都很认真，
第一组的组长表现出非常强的领导力（组长
是我之前不太看好的同学），作为组长他自
己一直默默付出，在保护好同学们的安全同
时，还帮助协调小组同学间遇到的问题，这
是他第一次画墙绘，他知道自己画的不好，
只要同学提出修改意见，他都无条件的服
从。实践课进行到第2节课，因为后面学校活
动安排，剩余两节课必须要完成墙体绘画，
这对于当时的绘画进度来说，完成是有一定
难度的。课堂开始之前，我就讲了：“因为
下面学校有活动周，今天课堂结束，我们必
须要完成墙体作业，并且我们的画室需要恢
复到原来的样子，不能像现在这样脏、
乱”。学生开始回应我：“老师我们第一次
做耶，我们今天肯定完不成啊”，“一定要
今天完成吗？”各种异议的声音传来……沉
默几秒后，我对他们说：“你们都是第一次
小组讨论、每组都完成这么出色的设计稿，

内心世界和想法，从中帮助孩子，训练其生
活技能，让孩子顺利度过成长路上的“第二
次断奶期”。
二、家长老大

儿子小时候，很喜欢下象棋，但棋艺终
不敌我，可是每次下棋，一定要赢，一旦输
了，就大哭大闹。为了不影响孩子的情绪，
同时我也认为就是一场游戏，领着孩子玩一
玩，孩子开心就好。于是我每次都会故意走
错一步棋，故意输给儿子，儿子每次都眉开
眼笑，在客厅大喊：“妈妈，我又赢了爸
爸！”这时的我还会为儿子竖起大拇指，
说：“儿子就是棒！”但慢慢的发现，儿子
凡事都必须赢，如果认为自己赢不了，就退
缩，甚至不做。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是
“老大”的追求 “完美主义”。幸运的是，
当我和孩子妈，意识到孩子思想上的问题
时，及时给孩子做了心理的疏导，让孩子慢
慢接受只要是游戏就会有输赢，生活中的好
多事情都会有输赢，人生就是无数个输赢组
成的。后来，儿子再玩游戏，即使输了，依
然能够微笑，依然能够快乐地接受，我们的
心放下了。

读到这一章节，禁不住思绪回到从前，
想想孩子的成长路，真恨与这本书相见晚
呀！我想和我们的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家长
说，让我们静下来，多读些书吧，这些文
字，这些观点，这些理念，会让我们的思想
更开阔，让我们的心灵更丰盈，让我们的孩
子更阳光！

从出生顺序有效管教孩子
--读《正面管教》第三章《出生顺序的重要性》有感

双语部 华红祥

还担心自己的能力吗？我相信你们，你们需
要肯定你们自己，同时也请相信你们的队
员，今天结束再晚，我会一直陪着你们一起
画，希望你们不要放弃，也请你们不要掉
队。”所谓言传不如身教，老师行动是最好
的证明，平时唠叨10句话不如实际行动做一
次，用实际行动去做，让学生看到。

第三步、最后调整画面
绘画到了最后阶段时，已经临近饭点，

学生都很尽责，没有一个离开，非常认真的
调整最后的画面细节，墙体绘画很辛苦，他
们已经都大汗淋漓，看在眼里我很是心疼，
内心不禁问自己：“我是不是应该结束今天
的课，让学生歇歇”，最后大家都很坚定，
主动要完成画面。绘画结束后，我陪着第一
组值日同学认真的打扫了教室。

看过这样一句话，“当言语和行动一致
时，你们就会走向健康的沟通。言语和行动
相符，对自己和他人都是尊重和鼓励。当言
行和行动一致时，你的沟通就会包含双重信
息”。在这次的小组作业中，作为老师要语
言和行动一致，同学们也都用有实际行动践
行着小组的责任，我相信同学们都会体验到
绘画的快乐、和善、合作、责任、尊重。作
为老师，我们要时常鼓励孩子，学生需要鼓
励，就像植物需要水一样。开学已经快半个
月了，我慢慢爱上这群可爱的高中生，作为
美术老师，我不仅教他们绘画技巧、带他们
领略美术作品形式美法则，我更希望他们都
具备尊重、坚持、正直、乐观等各种美好品
格。

合上这本书，“和善而坚定”这五个字
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这五个字我的理解
是，“和善”就是表达自己对学生们的尊
重，这样可以“赢得”学生，让学生得到尊
严，获得学生心甘情愿的合作，而“坚定”
是让我们尊重自己，并尊重当时情形的需
要，减少“赢了”学生而给他们带来的伤
害，让学生学会自我约束。专断的方式通常
缺少了和善，骄纵的方式缺少了和善，和善
和坚定才是正面管教的根本所在。

望他们参与教室环境空间的改造和布局，自
主的美化他们所在画室的空间环境，让他们
在空间里留下更多的印记。我提议3组同学各
拿一个方案，很多同学跟我讲，“老师我从
来没画过墙绘”、“我的初中美术课上的都
很简单，“我想不出什么方案啊，我从来没
做过这样的作业，这个课题我们不能完
成”……

课题开始之初，就有那么多消极的声音
传来。我在想：“这样的墙体设计，对于很
多同学是不是很难去完成？这是不是很难做
到的课题作业？”在我困惑的时，我想到
《正面管教》第一章里面七项重要感知力和
技能：
1.对个人能力的感知
2.对自己在重要关系中的价值的感知力
3.对自己在生活的力量或者影响的感知力
4.内省能力强
5.人际沟通能力强
6.整体把握能力强
7.判断能力强

想到这里我肯定了我最初选择这一课题
的决定，作为教师，首先需要对他们个人能
力给予肯定，肯定学生自己的价值，每位学
生都是独特的个体。小组在探讨过程中会有
思想的碰撞，他们需要学会发现问题，并且
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老师过度把握
课题设计稿的方向，学生参与度就会降低，
从而他们的积极性也会减弱，如果在没读这
本书之前，我也许会把自己定位为严厉而操
控型的老师，会自己直接定好设计稿，指挥
学生上手操作就好，这样就势必限制了学生
自己思考的过程。我在认真反思，我之前很
多错误的思想，作为老师、家长真的过度控
制、严厉就能长期行而有效的解决所有问题
吗？读了这一章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课堂应
该是学生的，老师只是课堂的引导者，不能
束缚他们的想象，学生如果自己参与课题设
计，他们的课堂的积极性、参与程度会更
高，自然他们学到的知识也会很多。老师应
该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创想和探讨。

一节课过半了，每组都开始讨论，激烈
的讨论后，每组拿出了各自的方案，在我们



中午12时50，学生们列队集合。沐浴着
金色的阳光，排着方队，举着旗帜，背着
包，怀着崇敬而又激动的心情，登上校车，
开始了发现之旅。

抵达周恩来纪念馆。师生们排着队伍有
序地进入馆内，瞻仰周恩来总理的塑像；登
上纪念馆顶楼，感受伟人心怀祖国、情系人
民的高尚情操；来到馆后的陈列馆，了解周
恩来总理战斗的一生和革命历程，有革命战
争、和平建国、政治外交，有生活办公、亲
密战友、革命爱情。学生通过参观图片、实
物、文字解读，了解一代伟人为了民族独
立、为了新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和战友
们披荆斩棘、浴血奋战，和战友们内审国
情、外度大势、共商大政方针的丰功伟绩，
感受一代伟人真诚待人、心阔如海、一心为
公的情怀……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同学们的课外生
活，并且通过了解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教
育学生铭记历史，激发了他们珍惜现在，努
力学习的决心和信心。

告别单纯与稚嫩，走向责任与成熟
——嘉洋高中2019成人礼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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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淮安市嘉洋国际学校期中家长老师见面会

2019年12月23-25日，不
顾严寒，不畏路遥，淮安市
嘉洋国际学校高中部60名师
生乘坐大巴，前往安徽省蚌
埠市怀远县万福镇找母小
学、张刘小学，展开了三天
“大手牵小手，爱心暖严
冬”圣诞游学之旅。通过爱
心支教、义工帮扶及文艺汇
演等系列活动，与近600名偏
乡学子和15个特困家庭一起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节，
也亲身体会了一种新的国际
教育模式“服务性学习”的
魅力。

责任编辑:孙 凯 排版/校稿：乔昊

孩子们拔了满满的三框萝卜带回
教室。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修剪了
叶子，认识了萝卜的种类，颜色，形
状，纹路等。

在品尝萝卜的味道时，孩子们的
表情更是可爱。吃了红萝卜的，都说
辣，吃青萝卜的都说甜。

嘉洋国际

嘉洋幼儿园的丰收日

2019年11月20号，秋高气爽，阳光明
媚，淮安市嘉洋国际学校高中部全体师生，
在周恩来纪念馆前的观景台，为七位同学举
办了隆重的成人礼。

成人礼由嘉洋国际高中升学指导主任周
文斌老师主持，嘉洋国际高中全体师生参
加。首先Ryan Griffin校长代表全体师生祝
贺同学们进入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十八岁，
意味着放下单纯和稚嫩，挑起责任的重担。
十八岁，意味着告别轻狂与无知，走向成熟
的彼岸。十八岁，意味着一段旅程的结束，
开始一段更精彩的征途。

接下来，顾洁同学代表7位同学发言。
“祖国的青年一代有理想、有追求、有担
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断的
青春力量……新时期对祖国新一代青年提出
了新的要求。十八岁的我们不再是一个自
我，更是中华民族的新一代青年，是希望，
是未来，是力量，是脊梁。我们都在努力奔
跑，我们都是追梦人……作为淮安学子，我
们以周总理为荣，更要发扬继承周总理的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情壮志。周总理曾经
说过：“青年人没有不栽几个跟头的，没有
不碰几个钉子的。碰了钉子以后，不要气
馁。”十八岁的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
们要懂得，人生是艰苦而漫长的，绝不是鲜
花一片，更不是坦途无限。艰难困苦，玉汝
于成。面对坎坷，要有忍受的意志；面对困
难与挫折，要学会承担与克服。不要随波逐
流，要超越我们周围那些低级和颓废的影
响。”

下午，嘉洋师生和找母小
学的孩子们齐聚在学校操场，
共同迎来了平安夜汇演活动。

在舞台车上车下，两校的
孩子各展身手，呈现出一个又
一个精彩的节目。当地的文化
站演出队，还专门给两校师生
们表演了当地传统保留节目
“花鼓戏”。

活动尾声，两校师生互相
赠送为彼此准备的平安夜小礼
物。礼物虽小，却是两校孩子
们友谊的见证，是两校孩子们
对于彼此的深深祝福和期盼，
愿彼此的未来平安喜乐，万事
胜意。演出在两校师生齐唱经
典的圣诞歌曲《铃儿响叮当
Jingle Bells》中欢快结束。

1911年，一位12岁的少年，掷地有声地
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他就
是我们伟大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他信仰坚
定、理想崇高，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虽然
他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但我们每个人心中
都无比怀念。2019年11月20日，为缅怀总
理，进一步发现淮安，了解淮安，丰富孩子
的学习生活，激发大家积极向上，淮安市嘉
洋国际学校组织了“发现淮安”——走近周
总理活动。

观总理生平，学总理精神

11月22日，备受期待的家长见面会如约而
至。此次见面会采用线上提前预约的方式，家长
可在三个时间段中，根据自己的需求预约孩子的
任课老师。一对一的面谈形式，方便家长就自己
关心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和老师讨论。

见面会上，老师就课程内容、学习情况、课
堂表现、考试和作业完成情况与家长沟通。但他
们的对话并非围绕分数展开，每位老师认真温柔
地根据学生特点，为孩子未来成长提升，给予最
恰当的建议，并帮助看到每个孩子的可塑性，发
掘闪光点，孩子终将成长为更好地自己。家长也
会根据自己对孩子的了解，向老师提出他们的希
望，家校共育体系愈加完善。 继11月19日家长会邀请函发送以来，小初部

家长们便开始了有序紧凑的预约。很多远在北
京、西安等外地的家长都连夜赶飞机前往学校参
加本次期中家长老师见面会。常年在北京工作的
静女士，早早地就预约了孩子的老师们，她的儿
子就读我校二年级，有着较强的摄影技能和英语
水平。“我把孩子的任课老师都约上了，想了解
孩子的课堂表现，共同探寻成长发展之路。”静
女士对我们说。

下午六点半，热闹的国际部大楼逐渐平静，
老师们整理期中反馈，语数外学科组讨论未来教
学计划，每一个小细节的修改都需要悉心琢磨，
只为真正做到对每一位学生负责，教好每一位学
生。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2019年
11月6日星期三，对于晨星班的孩
子们来说，这是他们在幼儿园经
历到了的第一份丰收的喜悦——
萝卜丰收日。

成人礼结束后，同学们开始进入周恩来
纪念馆景区参观。据了解，周恩来纪念馆自
一九九二年一月六日落成开放.纪念馆馆址
之所以选在楚州区桃花垠，主要因为它是淮
安著名的风景区，建馆不需占用耕地和搬迁
居民，符合总理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意
愿。在纪念馆内，同学们参观图片和文字解
读，观看影片，瞻仰遗物，了解了周恩来总
理的一生和革命历程，有革命战争、和平建
国、政治外交，有生活办公、亲密战友、革
命爱情等。

接近傍晚，夕日照耀，鸟儿返巢。同学
们踏上了返校的归程。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
同学们的课外生活，而且通过了解周总理的
生平事迹，激发了我们铭记历史，珍惜现
在，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决心和信心。

高中圣诞游学

12月24号上午，嘉洋学子分别去
了找母小学和张刘小学进行分组支
教。整个支教过程轻松而愉悦，孩子
们不但学到了知识，还受到了艺术上
的熏陶。孩子们个个兴致勃勃，所有
的人都认真、积极地跟着模仿、学
习。美术课上，嘉洋学子发给孩子们
彩纸教他们拼贴圣诞树，孩子们兴致
高昂，最终完成了不少不错的作品。
音乐课上，嘉洋学子教孩子们唱歌、
做游戏等，丰富了他们的学习生活。
体育课上，嘉洋学子从最简单的动作
开始一遍遍地耐心地进行教导，孩子
们也一遍遍地跟着学习，进步也神
速。戏剧课上，嘉洋学子教孩子们演
戏剧，从台词到动作，孩子们觉得很
新奇，学起来相当认真。英文课上，
他们劲头十足，勇于发言。

“下手”，看到老师拔出来萝卜的时
候，就不想再成为旁观者了。

放学后，孩子们还挑选了一
些萝卜带回与家人分享。

对于成人来说，拔萝卜也许
是一件平常的，容易的，甚至是
无趣的事情，但对于孩子来说，
却是一项伟大的、有趣的工作。
从丰富词汇：青萝卜，红萝卜，
白萝卜，紫萝卜，胡萝卜，到动
手去拔萝卜，观察萝卜的颜色和
形状，修剪萝卜叶子和品尝萝卜
的味道，都是有趣而有意义的工
作体验。

很多孩子都吃过萝卜，但却
不知道萝卜长什么样，也不知道
萝卜如何生长。经过这一次的亲
身体验，孩子们用眼睛，口，手
等方式完成了对萝卜的认知的工
作。可以说，今天是“萝卜丰收
日”，也是晨星班孩子的“学习
丰收日”。

学校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淮河东路366号 邮编：223300 教育热线：0517-83768808 网站：www.joyintlschool.com

今天就是和萝卜约定的日
子，老师和孩子们分成两组“入
场”，足足地体验了一把“萝卜
大丰收”。一开始，孩子们不敢

http://www.jcxxb.com/


朋友给了笑笑一块棒棒糖，她吃完后一
直把棒棒糖的棒子拿在手里。奶奶骑着电动
车带她回家的路上，她手里的棒子一不小心
掉了，可是这时候奶奶并不知情，笑笑突然
就哭了起来，说棒子掉了，要下车去找这个
棒子。

奶奶当时觉得车已经骑远了，上哪再去
找这个棒子呢？就没停下来。但是笑笑就一
直哭着要那个掉了的棒子，奶奶也没有问为
什么她这么执着地要这个棒子，看她一直在
哭，就找了个小超市，又买了一块棒棒糖给
她。这次奶奶跟她说，这块棒棒糖吃完后，
棒子你要自己拿好了，别再弄丢了啊。就这
样，吃完了这块糖，她拿着棒子回到了家
里，也停止了哭喊。

回到家后，奶奶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
一听到仅仅为了一个小小的棒子哭了一路，
我当时就有点生气，觉得笑笑的脾气需要改
一改。但是当她委屈地看着我的时候，我觉
得我有必要问清楚，她为什么这么做。

我蹲下身，拉着她到我身边，轻声地问
她：“笑笑把棒子弄丢了，感觉到很伤心，
很难过，是吗？”她小嘴嘟起来回答说：
“嗯！”

“来，妈妈抱抱！“她把小头埋进我怀
里，还是一脸的委屈。我接着问她：”那你
为什么想要一直拿着那个小棒子呢？”“棒
棒糖吃完了，那个是垃圾，我想拿回家，放
到垃圾桶里。”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奶奶当
时没有问清楚，导致了她一路哭着回来。

“原来是这样，笑笑真是个爱干净，讲
卫生的好宝宝！那你拿回家的棒子，你放到
了哪里呢？”

“我放到了垃圾桶！”这件事情她已经
达到了她的目的，她脸上委屈的表情已经不
见了。这个时候，她开始跟我回忆事情的原
委：“我的棒子掉了，但是奶奶不停车，所
以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可是棒子不是应该放
到垃圾桶吗？”

“那笑笑当时是不是应该跟奶奶说清楚
呢？你觉得如果奶奶知道笑笑要那个棒子，
是想把它放到垃圾桶，奶奶会不会下车陪你
去找？”

“嗯，会的，奶奶也是个讲卫生的好孩
子！”

“好的，那妈妈发现，遇到事情的时
候，笑笑一哭就说不了话了，是吗？”

“嗯！”
“那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笑笑可以

不要哭，把自己的想法清楚地表达出来，因
为只有你说出来你想干嘛，妈妈和奶奶才能
知道啊，是不是呀？”

“嗯！”
“我们是不是有一本书叫《不要哭，要

清楚地说》？走，妈妈陪你再去看一下好
吗？”

“好！”
就这样，这件事情结束了。但是之后的

几天，笑笑还会再想起来这件事，但是她都
能把它当成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来讲给我听
了。

初为人母的我们看到孩子从襁褓到现在
有了自己的思维模式，不再任何事情都是我
们做父母的说了算的时候，一个迫切的问题
就摆在了我们面前——教育。

但是如何去教育又是个难题，每个孩子
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不能千篇一律的按照
别人家的模板来对他进行教育，我们也是与
孩子在共同生活的点滴中寻找最合适的模式
相处，父母了解孩子的习性，孩子也会一点
点的试探家长的警戒线……

读完《全脑教养法》这本书，让我对大
脑有了深层次的了解，孩子的认知和行为，
家长对孩子的解读与回应，都受控于大脑的
神经元反应。大脑决定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会
做什么，所以了解了养育孩子的方式如何影
响孩子大脑的发育，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培
养健康快乐的孩子。

文中讲到左脑帮助你进行逻辑思维并把
思维组织成句子，而右脑可以帮助你体验情
感和解读非语言信息。就像我们生活中常说
的感性与理性，左脑负责理性，右脑负责感
性，单方面的理性与感性都不会构成一个好
的方向，只有两者融合才是最恰当的。也就
是文中提到的整合大脑，整合我们的左右
脑，当然还有上下脑，具体的做法就是安抚
情绪。

如何做到安抚情绪呢？要教会孩子复述
事件，把具体的事件说出来，复述事件特别
重要，因为他需要运用到左脑的语言和逻辑
区域把事件整理好，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情
感和生活的事件。

有时候父母会回避讨论令人苦恼的事
情，以为这样就会强化孩子的痛苦，其实很
多时候复述故事正是孩子所需要的，这样不
仅能让他们搞清楚事件的经过，还可以让他
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更好的事情上。

整合左脑和右脑可以让孩子能够与自己
的逻辑自我和情感自我产生联结。整合其实
也是一种平衡，让儿童的大脑平衡发展，感
性与理性的平衡、本能与思辨的平衡、过去
与未来的平衡、自我与外围的平衡，思维的
平衡发展有助于建立一个优秀的心智模式，
有助于其成长过程中与这个世界的沟通。

生活中我们与孩子产生摩擦冲突的事件
有很多，比如：时间已经很晚了，孩子依然
在兴奋地东跑西跳，第一次提醒她太晚了，
要上床睡觉了，不听，依然在跑跳甚至拿出
玩具车要开车玩。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内心是
有小火苗的，因为上了一天班，这个时候收
拾完家里，弄好孩子洗漱，终于可以让孩子
睡觉，自己也可以休息了的时候，她依然的
在玩耍不肯睡觉，而自己却又困的不行。

第二次提醒她要睡觉了，孩子表现出不
高兴，就是不要睡觉，就是要玩，瞬间我的
内心焦躁的火就窜上来了，说话的声音开始
变大，孩子感觉到压迫就开始哭闹。

在那个时候我的右脑控制整个大脑运
作，以自己的情绪去要求孩子赶紧上床睡
觉，完全没有关注与聆听孩子如此亢奋不愿
睡觉的原因。等到孩子哭闹烦躁的时候，发
觉自己刚刚太情绪化，把孩子吓着了，这个
时候我开始安抚孩子，抱着她轻声问她这么
晚了怎么还不愿意睡觉，她哭着告诉我她要
等爸爸回来。等孩子知道爸爸由于出差要过
几天才能回家，我再轻轻拍着她的后背，不
一会儿孩子不哭了，慢慢的也睡着了。现在
想来当时如果能够做到先聆听，后面的不愉
快也许就不会发生。

孩子需要整合大脑控制自己的情绪，作
为家长也一样需要学习，需要控制自己的情
绪，整合自己。不能让下层大脑控制自己，
让自己处于失控状态，转而影响孩子的情
绪。《全脑教养法》这本书讲了很多切实的
例子，可以借鉴到自己以后对孩子的教育当
中。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和孩子刚刚经历了
一段难熬的时期。人常道“三岁四岁狗都
嫌”，我当时深以为然。孩子闹起人来，除
了咆哮式教育（吼叫着制止或是墙角罚站甚
至打屁屁之类的），好像也真是没有其他更
好的办法了。

有时抓狂起来，我都想跟着孩子一起
哭。那个时期孩子最多的话就是“我不喜欢
凶狠的妈妈。”好在我们尝试着努力改变现
状，慢慢渡过了那段糟心的日子。读这本书
最大的收获就是回过头来看，我们之间还是
存在诸多问题，反思过去成了我的首要任
务。

这本书从科学的角度告诉了我们大脑分
为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特点
和职能。全脑教养就是整合这些不同的区
域，通过整合让孩子拥有更良好的思维、情
感和人际关系。作者按照六个大的整合框架
列举了12项策略：

1.认清情绪、聆听情绪、关注情绪
孩子脾气暴躁情绪失控的时候，往往

是右脑在工作，先回应他们右脑上的感情需
求，帮他们把情绪控制下来是首要任务。对
待生气暴躁的孩子，拥抱她的右脑（接纳孩
子情绪）比训斥她的左脑（和孩子讲道理）
效果会更好。

2.安抚情绪
等他们情绪稳定下来后，进行左脑理性

的联结，再将话题引向合适的行为上或者事
物上来。

3.记忆重演
帮助孩子记忆令他们感觉到不好的事情

和事物，关注和分享经历可以使他们平静下
来。

4.加深记忆
让他们自己承担讲述人的角色，说出来

是为了帮他们抚平创伤，这些不好的事情往
往也就没有那么令人困扰了。

5.唤起上层大脑
上脑代表思考，下脑代表本能。如果下

脑愤怒，同左右脑联结一样，理智回来之前
避免讲道理。之后再明确讨论什么行为恰
当，而什么又是不恰当的。

6.锻炼上层大脑
让孩子自己做选择，控制情绪，自我理

解。促进孩子自我理解的最好方法就是问问
题，让他们看到表象下的实质。

7.运动改造让脑子活起来
让他们动起来，当运动改变了身体状

态，也就改变了情绪状态。
8.了解孩子真实的内心感受
让孩子了解，感受只是一种暂时的不断

变化的形态，就像浮云一般来了终究还要
走。

9.教孩子正确理解内心感受
帮助他们感受和识别内在的感觉和想

法。积极面对不良情绪，避免置之不理。
10.专注力
让他们平静下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分配

注意力。
11.亲子互动
父母能够向孩子输出爱并积极回应孩子

的爱。制造愉快的家庭气氛，让孩子们从最
亲近的人身边享受积极乐观满意的人际体
验。孩子有好的人际关系往往来源于父母给
他们营造温馨家庭氛围。

12.共情和道德
教他们用别人的视角看世界学会换位思

考，理解他人的非语言信息，冲突的时候学
会道歉，并学会主动的对破裂关系进行补
救。

育儿是一场自身修习，为人父母应该对
她多一些耐心、多一些尊重、多一些理解、
多一些互动、多一些思考。还是那句老话育
人先育己，先整合好自己再做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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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没有看过
《全脑教养法》这本书，我不知道原来我在
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竟然用到了书里说的
方法。

1、整合左右脑
当她委屈地看着我的时候，我本来想发

的火，突然没有了。因为我意识到她需要我
的理解。我试着抱抱她，让她先认清自己当
时的情绪。引导她自己跟我讲在路上发生的
事情，安抚她的情绪。帮助她把左右脑结合
起来，用左脑的逻辑平衡右脑的强烈情感。

2、整合上下脑
她回到家后，已经不哭了，她也愿意跟

我分享她的经历。她明白，如果当时自己清
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奶奶也不会置之不
理。此时，她的上层大脑已经被唤起，她能
考虑到奶奶的感受，也知道了自己当时应该
清楚地说。

3、整合记忆
事情发生后的几天，她再说起这件事

情，已经不觉得委屈和难过了。她现在对于
垃圾要扔到垃圾桶这件事情依然无比执着，
看到垃圾不在垃圾桶里，她都会说一句：
“妈妈，不知道是谁把垃圾扔到地上了，他
应该扔到垃圾桶里！”。

这不是一场妈妈的胜利，这应该是一次
“上层大脑”的胜利——孩子自己帮助问题
得到了解决。

总结一下，用“全脑整合”的方法，我
们可以给孩子提供这几方面的支持——

情感支撑：理解情绪的正当性，允许孩
子有表达和发泄的途径。

认知引导：帮助孩子解读自己的经历，
让“内隐记忆”不再具有破坏力。

自我觉察：让孩子拥有自我执行力和控
制力，发现发生的事情本身和自己的看法与
解读是值得审视和思考的，从而加强与自我
和他人的联结。

通过在日常生活中“整合”的经验，我
们和孩子一起，灵活地运用这些原理来一起
走过“一地鸡毛”和“鸡飞狗跳”，所有这
些都可能会成为珍贵有趣的回忆，并且在我
们共同的解读下，可能还会具有深远而持久
的效用。他们会更正面地理解，解释他们所
经历的一切，正如我们一向所说的那样——
一切的经历都是财富。但怎样把它转换为财
富的过程也同样重要。

而我们自己，是不是该为了某一次忍不
住向孩子发了脾气而自责？通过阅读《全脑
教养法》，我们或许也更加深刻地了解了自
身，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也应该保持
宽容。正如西格尔在书的最后所说的：“全
脑教养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让你明白即使
错误也是成长和学习的机会。这种方式要求
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和目标保持主动，同时接
受我们只是普通人这一事实。我们的目标是
有意识和专注，而不是僵硬、严厉的完美主
义。”

我们的期待是，当孩子成为一个大脑整
合良好的孩子时，他或她所展现出的，是一
个心理和情绪健康的人的品质：灵活，适应
性强，情绪稳定，并且能够理解自己和周围
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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