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景巧设计 让学生爱上“爱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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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钟尔轩/摄

数十项专利打造城市地标

景文超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心理教师

心理课作为近年来的一门中小学
新兴学科，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
由于没有课标， 心理课上什么？ 怎么
上？ 一直都是学校和老师们探究和探
讨的课题。 “通过研读纲要解析， 总
结沉淀多年心理学科课程上课经验 ，
2017年 ， 我校实现心理老师专职化 ，
并在专家的建议下 ， 开设了 ‘爱商
课’。” 作为一名心理学专业毕业的老
师， 景文超也从兼职心理课教师， 变
身成为专职 “爱商课” 教师， 为三年
级到七年级， 共计14个班的学生教授
爱商课。

什么是 “爱商”？ 景文超老师向记
者解释， 爱商指一个人了解爱本质的
程度和正确地接受和表达爱的能力 。
爱商与智商、 情商、 财商， 组成当代
人追求幸福四大重要能力。 “帮助学
生培养爱自己、 爱他人、 爱社会的相
关心理能力 ， 是我们这门课程的主
旨。” 景文超告诉记者， 由于没有课
标， 她便结合小学生心理发展特点以
及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自己进行课程设计。

事实上，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
实验学校自建校以来， 顺应新时代特
征， 践行未来教育的特质， 在课程建
设上建构了 “三元全息课程体系 ” ，

即： “个人与健康” 领域、 “自然与
科学 ” 领域 、 “社会与人文 ” 领域 。
关心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开设心理课
及后来的 “爱商课”， 是基于 “个人与
健康” 领域设置的。

景文超说： “我心目中心理课的
定义 ， 就是心理课以体验性为核心 ，
可以通过绘本电影故事等等创设情境，
然后通过游戏角色扮演观看电影小组
讨论等形式来加强学生的体验性， 在
体验过程中去渗透认知， 感悟核心理
论， 以及提高学生的心理品质。” 也正
是秉承这样的认识与原则， 景文超不
仅设计完成符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
色爱商课程， 更集合课程开发过程中
的主题思考， 开创了 “3+2+1” 的授
课模式。

其中，在课程设置上，小学低年级
课程需要关注学生的入学适应，帮助他
们学会学习，认识情绪；中年级的课程
则倾向于帮助学生了解和认识自 我 ，
学会体验并表达情绪 ； 高年级课程
重点在于青春期教育，并引导学生管理
情绪。 景文超开创的“3+2+1”授课模
式，也是结合课程设置的创新方式：3是
主题课，围绕一个主题开设3次系列课，
比如围绕“认识自己”主题，开设“我的
优点”“我的缺点”“我的特点”三次主题

课；2是活动课， 开设2次团体活动课；1
则是电影课，即结合主题，对一部电影
进行深入剖析。

说到团体活动课， 景文超向记者
介绍了一堂五年级学生 “价值面面观”
的团体活动课， 他们以电影 《流浪地
球》 为背景， 进行创设情景， 挑选六
个不同行业的人存活， 并在设定环节
下 ， 逐步减少人员 。 “在此过程中 ，
学生们会慢慢发现， 什么对自己更重
要。 有的学生在选择后， 会后悔， 会
有所感悟。” 景文超说， 认识的过程本
身就是一种体验。 而电影课堂上， 学
生们围绕校园欺凌主题电影 《声之形》
展开辩论， 教师则在讨论中， 引导学
生正确看待每一个角色。

在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
校， 每个班每周要上一节 “爱商课”，
同学们在课堂上的积极表现就足以看
出， “爱商课” 的受欢迎程度。 然而，
心理课程是很难界定课程评价效果的。
景文超承认， 心理课是更注重过程的
学科， 是教育性的学科， 注重预防性
和发展性。 但今年学期末， 她也第一
次尝试用考试的方式， 检验学生的学
习成果。

打开试卷，一幅幅充满想象力的画
作，呈现在试卷上。学生们运用图画、形
状，甚至思维导图解答，对于这样的呈
现方式，景文超非常欣慰，“试卷就展现
了学生们的心理状态和学习成果。 ”景
文超说。

徐小洋
中建二局华东公司武汉精武路项目总工

有人说， 他是中建二局华东公司
“最有艺术范” 的总工， 一小撮胡须是
他独特的标志； 有人说， 他干的都是
响当当的城市地标， 上海环球金融中
心、 武汉秀场、 精武路超高层……每
个工程拎出来， 都有 “一箩筐” 值得
回味的故事； 有人说， 他创造的专利
比年龄还长， 80后的他， 已创造了数
十项专利。 他自己却说： “我只是热
爱技术， 企业需要我， 我就上！ ”

2012年8月， 徐小洋调至武汉秀场
及六星级酒店项目担任项目总工。 该
项目为国内第一座大型水秀表演剧场，
结构小而复杂。 地下四层， 最深处达
32米； 地下室结构复杂， 包括一个超
大异形架空水池， 内部结构还有各类
超大弧形梁、 多角度的斜抛撑、 超重
精密埋件、 超高单片弧形独立柱； 屋
顶采用大跨度钢结构桁架屋盖， 外部
设置世界唯一的可自由移动的柱状环
网索幕墙结构 （又称外轮辐）。 在项
目开工之初， 徐小洋提出了课题 《水
秀表演剧场综合施工技术》， 对整个项
目的技术工作进行了整体规划。 为解
决项目技术难题， 徐小洋带领技术团
队并联合高校和中建集团技术中心等
技术精英团队， 共同对技术难题进行
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

根据研究结果， 团队编写并获批
了包括 《精密埋件安装专项方案 》
《表演水池施工专项方案》 《钢屋盖整
体提升专项方案》 《外轮辐安装专项
方案》 等各类针对项目具体难题的施
工方案。

在此项目实施过程中，徐小洋发表
了《超高钢管混凝土导管法一次灌注技
术》等十余篇论文，申请了各类发明或
实用新型专利共计十项，总结形成一项
北京市工法《建筑结构重型预埋件安装
工法》、一项国家级工法《钢屋架下挂结
构随屋架整体提升工法》。 该课题获得
了2015年度中建总公司科技二等奖。徐
小洋先后被评为上海市职工科技创新
标兵、中国建筑施工优秀项目总工程师
等荣誉称号。

2015年12月至2017年12月， 徐小
洋调至武汉环球贸易中心 （ICC） 项
目， 担任项目总工。 项目由2栋200多
米的超高层 “双子塔” 建筑构成， 是
武汉长江大道上的 “门户地标”。 徐小
洋与项目同事们共同制定了项目实施
的总体施工策划和安排。 提出了核心
筒钢铝组合施工技术、 新型外挂塔吊
支撑方式等， 目前项目正在有序的运
行之中， 已获得中国钢结构金奖、 湖
北省新技术推广示范工程、 湖北省安

全文明工地、 江城十大智慧工地等系
列荣誉， 申请了包括一种基坑施工楼
梯体系、 一种大悬挑混凝土结构分段
施工方法等各类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7
项， 发表临湖超深基坑地边墙防渗漏
控制研究等论文4篇。

2017年12月， 徐小洋调至武汉精
武路项目， 担任项目总工。 精武路超
高层塔楼最大高度330米， 从进场之日
起， 徐小洋便同项目同事组织编制项
目实施策划及详细的施工组织方案 、
鲁班奖创优策划书， 组织专家对超高
层塔楼重难点进行剖析， 对塔吊等大
型方案进行会审。 随着工程的不断推
进， 难度也在逐渐增高。 项目施工至
60层， 大概280米高度时， 由于外框结
构没有楼承板， 此时如何浇筑钢管混
凝土成为难题。 塔楼外框为18根方钢

管混凝土柱， 砼浇筑后， 钢管内混凝
土的密实度是保证钢管混凝土柱质量
的一项重点。

以徐小洋为首的项目技术团队提
出一个大胆的设想 ： 能否从280米往
上， 采用顶升法， 一次性将混凝土顶
升40米？ 这一提升所克服的重力大致
相当于一次性将100辆小汽车抬高40
米 ， 在280米高空上演万吨 “举重 ”，
难度之大， 可想而知。 这一高度和重
量级的混凝土泵送在国内尚未有先例，
项目部试验操作具有 “开先河” 的重
要意义。 与此同时， 一个名为 “高性
能组合结构建筑建造一体化关键技术
研究” 的攻关课题， 也在徐小洋和技
术团队手中逐步诞生， 这一课题已被
列为 “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课题”， 并
成功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课题示范项目。

“创” 字诀： 琢磨得多了， 好点子就诞生了

“创” 字诀： 大胆的设想 科学的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