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家长学校可以系统地向幼儿
家长普及科学的家教知识， 传播行之有
效的方法，不断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结合多年的经验， 家长学校教学活动的
组织策略主要有：1.收集问题，活动具有
目的性；2.形式多样，内容具有吸引力；3.
明确任务， 指导引领展风采；4. 规范办
学，挖掘教育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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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学校工作可以使家园双方建立

有效的合作关系，增进感情，促进幼儿身
心健康发展。 如何行之有效地为幼儿教
育服务，达到共同成长的目的，是我们开
展家长学校工作探索的课题。 澧州幼儿
园地处县城中心， 是湖南省示范性家长
学校，多次对省内幼师进行培训，通过多
形式、多层次的活动，立足教育，服务幼
儿。通过多年探索，家长学校教学活动的
组织策略主要有：

一、收集问题，活动具有目的性
家长学校活动是根据家庭教育中存

在的问题，有目的地开展活动。 因此，教
师要主动与家长沟通， 收集他们的困惑

和需求，及时分析，为活动举办提供第一
手资料，找出共性的问题作为活动主题。
如向家长发放调查表：“你了解自己的孩
子吗？ ”“卫生习惯大调查”“育儿困惑”
等。活动中我们发现参加的妈妈居多，为
了让父亲重视对孩子教育， 幼儿园特举
办“好父亲胜过好老师”活动。 向全园父
亲发邀请函， 请著名父教专家来园进行
专题讲座。 专家介绍父亲教育的特点和
作用，爸爸们也提出自己的困惑，通过互
动意识到他们对科学家教的需求。 在游
戏环节，父亲放下平日的严肃，俨然像大
顽童，真正体验亲子快乐，此次活动具有
很强目的性。

二、形式多样，内容具有吸引力
家长学校可开展专题讲座、 研讨互

动、社会实践活动等，吸引家长参与。 在
班级，家园联系栏是家园沟通的桥梁。教
师在设置时要考虑家长需要， 内容有针
对性。 如小班设“能干的我”———展示孩
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大班设“我会整理小
书包”等内容。 春天乍暖还寒，容易出现
传染病， 我们及时提供有效的预防措施

贴在“保健天地”里。又如“重阳节社会实
践活动”，在义工家长的带领下，孩子们
拿着自己制作的礼物为老人送去温暖的
节日祝福，为他们捏捏背、捶捶腿，在孩
子内心深处埋下一颗懂得珍惜、 理解关
爱、学会感恩的种子。

三、明确任务，指导引领展风采
家长学校应努力做到超前引导，向家

长宣传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法规，贯彻《纲
要》《指南》精神。如接到《教育部关于规范
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
化”现象的通知》文件后，及时召开家长
会，请专家来园解读文件，帮助家长树立
以人为本、着眼未来、为幼儿近期和终身
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的理念。我们推广家庭
教育的优秀成果，实现资源共享。 请教子
有方的家长交流心得；让心灵手巧的家长
参与班级环创等。 前不久的沙龙活动，家
长就是活动的主角，他们用专业知识分享
经验。 活动开设“小儿推拿”“保护牙齿”

“插花艺术”“诱人的披萨”“心理健康培养
策略”等课程，家长踊跃报名，活动开展有
声有色，让人受益匪浅。

四、规范办学，挖掘教育的宝藏
明确的办园思想， 健全的工作机构，

精干的师资队伍是家长学校朝着正确方
向发展的保障。幼儿园很注重培养一批园
内讲师队伍，包括教研主任、骨干教师、保
健医生等，结合本园实际、传统文化背景
下开发出适宜家长学校的教学资源。如为
了培养幼儿的责任感、自信心及自己动手
的能力，举办了“我自理我快乐”的习惯养
成打卡活动。 除在园让孩子自己动手外，
要求家长用积分卡每天记录一件孩子自
我服务的项目，分享至朋友圈。 家长们看
到倡议书后，大力支持，一段时间下来，孩
子们进步很大，收获满满。

通过一系列家长学校实践活动，提
高了保教质量， 也提高了家长学校的办
学水平。相信家园共同携手，就会培养品
格健康、能力优秀的孩子。开展形式多样
的家长学校活动， 促使幼儿身心朝完整
性、可持续性态势，增强校园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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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年画与现代装饰画的融合创新
永州市东安县白牙市镇第三小学 蒋萍

浅谈如何加强“抗疫”期间
医务人员思想政治工作

衡南县人民医院 谢冬梅在传统的中国民间美术里， 不同绘
画类别的形式多得数不胜数。 而伴随着
我国艺术文化的发展流传至今要属最具
有时代性、 文化特点的传统艺术产
物———年画。 在其画面中所表现出的刻
画及色彩上的重彩风格， 以及精致的装
饰性图形纹案都大大地吸引了人们的眼
球，让人流连忘返，陶醉其中。
一、民间年画与现代装饰画的艺术融合

民间年画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积
累了极为丰富的日常生活习俗， 形成了
一种质朴而优美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乡
土气息。 伴随着民间艺术的发展，年画也
带着当地民族特色、风俗韵味，富有极强
的装饰性， 对中国现代装饰画的艺术形
式上有着很大的指引作用。

(一) 形式感的融合 从民间年画表现
形式上， 现代装饰画借鉴了很多。 构图饱
满、形象鲜明、装饰性强、吉祥喜庆。 针对这
些固有的传统形式， 现代装饰画在其基础
上进步与利用， 在表达结构上显得千奇百
怪，多种多样，不好统一，每个视角都会有
相应的理性分析，侧重于结构主义模糊，具
有感性的认识色彩与民间年画具有感性的
表达倾向是一致相同的， 两者之间的主次
关系的感知， 传达其中的文化内涵都是可
以在同一个时代的现代装饰画中所体现出
来的。

(二) 艺术特点的融合 将装饰画所
拥有的时尚气息、 艺术形式与民间年画
的传统风格融为一体， 使其更好地突出
主体，构成画面的和谐整体性。 整合艺术
特点时，更应选择精而美，不能只追求装
饰性美感的时候忽略了传统意义上的民
间艺术价值。 艺术作品都应具有更深层
次的文化艺术内涵。

(三)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民间年画
是我国最具时代性、 文化特点的传统艺
术产物，具有传统性、时代性、文化性等。
在现代装饰画与民间年画艺术中， 传统
民间年画的产生也为现代装饰画的创作
提供了源泉。 现代装饰画的发展脱离不
了传统的民间艺术， 我们在学习传统艺
术文化精华的同时扩宽创新思路、 丰富
创作风格， 有效地增强作品中的文化内

涵和底蕴， 这样才能够创作出立足于本
民族又面向全世界的优秀艺术作品。
二、民间年画与现代装饰画的艺术创新

艺术创新，将会使民间年画与现代装
饰画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深入对民间传统
艺术的了解， 在现代装饰画原有的基础
上，扩宽思路，将民间传统艺术与现代装
饰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增强其作品中的
文化内涵和底蕴。 在现代社会中，艺术作
品是创作者内心情感的宣泄，也是创作者
与欣赏者之间的一种精神交流。

(一) 民间年画与现代装饰画的创新
意义 现代装饰画给人感觉总是眼前一
亮，易吸引人们眼球，而年画总给人感觉
历史久远，有故事，有内涵。 现代装饰画
比年画多了几分新鲜感， 时尚感， 优雅
性。 民间年画与现代装饰画其实归其根
源，都是装饰画中的一种。 不过现在装饰
画表现的形式相较之显得更加丰富与贴
近生活，吸引人们眼球。 我们在传承前人
给我们经验的同时， 应该将中国传统的
民间艺术与民间文化精神发扬光大，将
它以远播流传。

(二) 民间年画与现代装饰画的创新价
值 现代装饰画种类的繁多让人应接不暇，
民间年画在现代新颖的装饰画面前中显得
较为低调， 除了少部分喜爱年画艺术的人
外， 现实生活中人们更愿意选择具有较高
使用价值的现代装饰画为装饰品。 将民间
年画与现代装饰画以创新的观念结合在一
起，赋予主观性的表达及画幅的生命价值，
挖掘其意义， 让其在现代装饰画上的对比
下也能够光彩夺目，吸引人们眼球，使其在
现代装饰艺术中体现出它的传统价值。

中国传统民间年画的历史源远流
长，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它也在逐步地
改良与发展。 在经过漫长岁月的冲刷下，
繁衍出属于自己鲜明少有的艺术风格。
它朴实、优美的风格和浓郁的乡土色彩，
是我国美术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它现
在依然在我们身边普及， 但希望在我们
身边普及的同时， 人们也能够好好地了
解并欣赏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历史意义
及内涵价值， 让越来越多的人热爱我们
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传统艺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快速反
应，就如何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出台了
一系列应对政策和指示， 各地方纷纷响
应和落实。 随着抗疫战线拉宽和抗疫时
间拉长， 一部分医务人员逐渐出现思想
波动和心理不适， 如何化解和疏导此现
象十分必要。 作为“抗疫最前线”的定点
防治医院， 如何加强医务人员思想政治
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如何加强“抗
疫” 期间医务人员思想政治工作浅谈几
点意见：

一、提高站位，守初心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各级各
部门和广大医务工作者必须提高政治
站位，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和部
署上来。 一是要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 医院党组织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就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作出的重要指示作为行动指南，坚
定不移地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坚强政治保证。 二是
把防控疫情第一线作为践行初心的试金
石与磨刀石。 要组织全院医师和护士重
温《希波克拉底誓言》《南丁格尔誓言》，
强调全院医务人员要牢记人民利益高于
一切的信心和理念，弘扬“敬佑生命、救
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
神，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作，全心
身投入到防控疫情第一线。

二、躬身士卒，作表率
有什么样的班子就带出什么样的队

伍。医院党政工团班子要勠力同心，躬身
士卒，从大局着想，从细微着手，精准施
策，筑牢堡垒，争取抗疫主战场取得全面
胜利。

一是让领导干部挺身而出， 尽职尽
责。 要激励引导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斗
争中，英勇奋斗、扎实工作，切实做到守
土尽责。 把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
的实际表现作为考察其政治素质、 宗旨
意识、全局观念、驾驭能力、担当精神的

重要内容。 对表现突出的，要表扬表彰、
大胆使用， 作为晋职晋薪的重要考核指
标。二是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让党员
干部坚守疫情防控第一线，无私奉献，争
先创优。 院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医院各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将支部建在“抗疫阵
地”上，把科室的党员和医务人员全面动
员起来，发扬同舟共济、攻坚克难，英勇
无畏的精神，一名党员一面旗，越是艰险
越向前。 三是组织团员青年重温入团誓
词，让团员干部当先锋，英勇奋斗。 倡议
全院共青团当先锋作表率， 志愿加入先
锋队，战斗在疫情防控最需要的地方。

三、负重奋进，担使命
作为疫情防控定点医疗救治单位，

医务人员直接接触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感
染的肺炎患者，病人及家属情绪激动，特
别是隔离病区的患者容易产生莫名的焦
虑、烦躁、抑郁、失落等不良情绪和心理
危机，就像情绪疫病一样，逐渐扩散，医
务人员压力山大，出现紧急心理危机，思
想情绪波动。如何让医务人员心无旁骛，
负重奋进，不辱使命，坚决打赢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这场攻坚战。 一是
加强心理专业知识培训， 提高医务人员
心理认知。成立紧急心理干预专家团队，
对全院医务人员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知识
培训，学习把控应激、调控情绪的方法。
二是设立心理咨询门诊， 面对面心理干
预。 医院建立一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门诊， 在正
常工作时间接待医院医务人员的心理咨
询，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
三是建立线上心理咨询通道， 点对点心
理干预。主要是对隔离病区的医护人员，
通过网络连线， 帮助他们进行心理辅导
和紧急心理危机干预， 并培训他们为隔
离病区病人做好心理干预。 四是消除一
线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安心抗疫。了解
一线医务人员， 特别是隔离区医护人员
家庭生活情况， 安排专人做好后勤保障
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在可能的
情况下保持与家人和外界联络、交流，让
他们在一线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