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品德学科教学也改变了以

往的理论灌输和道德说教，更加注重学生体验生活、道德成长。
如果品德学科教师能将心理辅导融入品德课，在品德课中精心

设计心理辅导体验活动，巧妙运用心理辅导技术，让学生在活

动中积极体验、用心感悟，就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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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强调：必须从学生发展的现

实和可能出发，提高德育的时效性。教学要因地制宜地营造有

利于学生品德和行为习惯养成的学习环境， 选取学生生活中

真实可信的生动事例， 采用学生乐于和适宜接受的生动活泼

的方式，帮助他们认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使教学成为

学生体验生活、道德成长的有效过程 [1]。
不难看出，《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 要求品德学科教

学改变以往的理论灌输和道德说教，要注重学生的体验感悟。
然而，很多品德学科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仍然是走“说教”的

老路。尽管设计了体验活动，但活动后还是少不了教师的灌输

和说教。 与此相比，心理辅导则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平等探

讨和逐步领悟，是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因此，我认为，在遵循

品德学科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将心理辅导融入品德课，引导学

生自我体验、自我感悟，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那么，
如何将心理辅导融入品德课呢？接着，我谈谈个人的体会与平

时教学中的做法。
一、精心设计心理辅导体验活动

体验活动是心理辅导课中比较常用的方式， 把它巧妙地

运用于品德课中，同样能获得比较理想的效果。 当然，在设计

体验活动时，应该紧扣品德课的教学内容，而不能与其脱节。
（一）挖掘文本空白，设计体验活动

在《品德与社会》课本中，有些课文在学完某部分内容后，
会让学生想象之后可能发生什么。然而，有的情况下只让学生

凭空想象，可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就可

以利用这个空白点，设计一个辅导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

感悟，从而受到更深刻的教育。
例如， 我在教学人教版小学五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 2 课

《诚信是金》时，是这样设计体验活动。 首先，引导学生进行这

课开头安排的一个测试“哪个更重要？”———金钱、健康、美貌、
机敏、荣誉、才学、诚信，这几项中，必须丢弃一个，会选择丢弃

哪一个呢？让学生做选择，也许绝大部分学生会选择丢弃“诚

信 ”，因 为 他 们 认 为 这 几 项 中 ，“诚 信 ”是 最 不 重 要 的 ，是 个

“虚”的东西，它既看不到又摸不着。 当然，如果只是让学生做

个选择就到此结束，那这个环节根本就没意义。 所以，教材中

还要求学生设想这个青年扔掉诚信后会怎样。 这样安排能够

让部分学生明白扔掉诚信后会遇到麻烦， 但这也仅是设想而

已，学生不能真正感受到诚信有多重要。 因此，为了让学生感

受诚信的重要性，接着，我安排一个活动体验———人才招聘。
这个体验活动可以这样设计：第一步，每个人发一张写有

“金钱、健康、美貌、机敏、荣誉、才学、诚信”的卡片，让学生删

去“诚信”一项；另外，每人再发一张学历证书，有小学、初中、
高中、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不同学历证书；
第二步，学生拿着卡片和学历证书到“人才市场”求职（在招聘

条件中，把“诚信”作为必备品格，高薪岗位必须要有高学历）；
第三步，引导学生分享招聘活动中的体验、感悟（这一环节很

重要，如果只是让学生活动，没有引导分享体验、感悟，那心理

辅导活动就只有活动，没有辅导，少了画龙点睛之笔）。
求职，是绝大多数人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后必须面临的，

把它搬到课堂上， 组织学生提前体验， 主要让学生感受这两

点：一是感受到诚信的重要性，没有诚信，任何岗位都不接纳，
哪怕是工资低活又苦的搬运工、 清洁工岗位都不接纳没诚信

的人，大家把卡片上的“诚信”删去了，尽管其他条件再好，也

找不到任何工作岗位；二是感受到学习的重要性，很多岗位都

受到学历的限制，学历越高，工资越高。这两点感受，是学生通

过活动体验所得，而不是教师说教灌输；是学生主动习得，而

不是被动接受。 这就是心理辅导的特点。 这样的辅导，学生会

产生深刻的印象，是任何说教都达不到的效果。
这个活动结束后，学生可能会产生另一个困惑，就是诚信

这东西又不是像课堂活动中那样，可以写到纸上，在今后人才

招聘中， 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否具备诚实守信这一品格呢？ 接

着，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阅读书本中的一篇报道———有个青年

学生去一家公司应聘， 因为有三次逃票记录而没被录用的事

例。 进一步引导学生感悟：现在是个信息跟踪、电子监控的时

代，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很有可能被监控到，我们得学会自律，
学会适应社会。

可见，利用文本的空白，设计相应的体验活动，并引导学

生从中感悟，能让学生受到更深刻的教育。
（二）劳动体验，进入课堂

劳动，是现在大多数学生相当缺失的体验，但又是很有必

要、非常重要的体验。 在小学四年级《品德与社会》教材中，就

有编排劳动生产的内容，但是，劳动应该有劳动场所，在课堂

上如何让学生进行劳动体验呢？ 我在教学人教版小学四年级

下册第二单元第 1 课《吃穿用哪里来》时，就很巧妙地让劳动

体验进入课堂。
在学生看书了解水稻生产的过程后，引导学生思考：农民

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吗？ 并让学生结合所看到的农民田间劳动

的情景谈谈他们是多么的辛苦、 多么的不容易。 学生通过交

谈，了解到农民生产过程的不容易，但没有亲身体验，不知道

究竟有多么不容易。 于是， 我安排了一个劳动体验———剥瓜

子，让学生当回工人，对农产品进行加工。 加工的原材料就是

黑瓜子，要把它加工成可以直接吃的瓜子仁。 具体要求是：徒

手剥瓜子，不能用嘴巴咬，剥出的瓜子仁必须是完整无损的。
可是，劳动体验时间过去两分钟了，没一个学生剥出一粒完整

的瓜子仁，就算再给几分钟，他们也还是无法剥出完整的瓜子

仁的。于是，我宣布劳动体验结束，并引导学生谈感受。这个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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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语文课程的多重

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
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重视语文的基础工具作用，让学生掌握

好语言文字、语言文化，从而真正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获得

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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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简称“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学起来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光是常用汉字就有 2500 个之多，况且每个字是由

点、横、竖、撇、捺的基本笔 画 及 其 变 化 复 杂 的 间 架 结 构 的 组

合，要由这么复杂的文字有机的组成一句话、一个段落、一篇

文章谈何容易？

孩子们从不谙世事， 牙牙学语的幼童来到我们小学———
人生的第一个知识起点， 因此学好语文对孩子的人生至关重

要，知识的基础必须打好。常听同事们说，语文不好教，知识庞

大繁多，最难的是作文，真是有点“蜀道难”的境地。那么，到底

要怎么教好语文这门课程呢？ 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方法。 其

中，“听说读写”能力的循序渐进，相辅相成，综合提高，确实为

教好小学语文的好方法。
一、“听”，用耳朵接受声音

即通过教师的培养、 培训使学生学会辨别语音， 明白语

义，评品评话语，也就是充分发挥调动学生的听觉系统通过听

觉感知世界的活动。
有的教师常说，学生不爱听讲。这是有原因的。其一，有的

教师语言表达能力欠缺，简单、枯燥、乏味，使得课堂上教师的

讲解不能吸引打动学生。其二，有的学生课堂上有意注意力不

够，贪玩、走私。 对于这样的学生，我们就更应该多加注意，运

用多样的教学方法吸引全班学生的有意注意力。

提高“听说读写”综合能力是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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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体验，主要引导学生感受这么两点：一是引导学生感受劳动

果实确实来之不易，劳动者真的很辛苦、很伟大，我们应该珍

惜劳动果实。二是让学生感受到虽然徒手剥黑瓜子很难，但是

借助工具，就会是件容易的事了，学生便会想象发明怎样的工

具，以此激发学生创造发明的志向，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到从小

要好好学习。 这就是心理辅导活动———在活动中体验、感受、
感悟，让学生自己感悟要做什么、要怎么做，而不是教师给学

生灌输道理要求他们做什么、要怎么做。
二、巧妙运用心理辅导技术

在心理辅导活动课上，往往会用上一些心理辅导技术，从

而获得较好的辅导效果。 如果在品德课上也巧妙地用上一些

心理辅导技术，同样能获得比较理想的课堂效果。 我认为，倾

听技术、共情技术、支持技术都是很值得应用的技术。
（一）倾听技术

心理咨询师运用倾听技术，能更好地了解求助者，获得求

助者的信任，促进良好咨访关系的建立等。 同样的，教师在课

堂上利用倾听技术， 能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发言很感

兴趣， 从而激发学生发言的积极性， 也拉近师生间的心理距

离；同时，教师在课堂上认真倾听学生发言，起到一个很好的

示范作用， 学生也能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养成认真倾听的良

好习惯。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品德课程的一个重要目

标，因此，品德学科教师在课堂上善于倾听是非常重要的，正

所谓“身教”胜于“说教”。 当然，从心理辅导的层面讲，教师应

注意一些倾听的技巧，例如：蕴含温暖与支持的目光，友善、微

笑而放松的表情，表示鼓励的点头，适当的语言回应等。 品德

课上，教师若善于运用这些倾听技巧，会让学生感到很舒服，
会喜欢上品德课。

（二）共情技术

共情，就是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

度考虑问题，敏锐、准确地领会和理解学生所表达的意思和内

含的情感，再将这种领会和理解向对方传递的过程 [2]。 品德课

上，教师如果善于运用这种技术，不仅能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

亲近与善解人意， 也能让学生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去考虑问

题。特别是对于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学生，教师这种长期的“身

教”又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让学生养成善解人意的品德。
（三）支持技术

支持，是指教师通过倾听、点头、微笑、信任的眼神、口头赞

赏、手势肯定等方式给学生充分的关怀、积极的鼓励和强化，使

学生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尊重与赏识，从而更加乐于参与团体

的活动，并在团体中更快地自我成长、自我超越[3]。品德课上，教

师如果能很好地利用支持技术，学生肯定会乐于学习、积极自

信地表现自己。 另外，学生又能在教师的“身教”中学会尊重他

人、赏识他人，这对学生的人格健全是很有帮助的。
总之，在遵循品德学科教学规律的前提下，把学生乐于接

受的心理辅导方法运用于品德教学中， 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支

持、引导和帮助，让其在活动中积极体验、用心感悟。 这样，才

能真正把心理辅导融入品德课中， 以此提高品德学科课堂效

益，更好地促成学生的道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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