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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学学期期开开学学不不少少学学生生难难适适应应
校 园 播 报

祥和中学：

全员育人促学生成长

新学期祥和中学结合自身多
年来办学优势和学校的特点，广开
思路，积极拓展学校发展的新路
子、新举措，践行全员育人共促学
生健康成长。

据祥和中学陈校长介绍，在全
员育人指导下，学校发挥教师作
用，把育人渗透到每门课程的教学
中，把育人落实在每位教师的行动
中；团结广大家长，引导每位家长
认可，实现家校互动，共筑学校的
教育，实现5+2大于7的育人效果。
调动学生自身内动力，促发学生间
的相互积极影响，用正能量唤醒学
生的求知欲、自信力、上进心，实现
每一位学生的健康成长。

通讯员 王海燕

烟大附中：

开学第一课开展礼仪教育

9月1日上午8点，烟大附中小学
一年级学生开始了新学期开学第一
堂课，在课堂上所有班主任和学生
们都会做一番自我介绍，让班级师
生关系变得更融洽、更具有亲和力。
老师们特别强调，进入小学后应该
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学习，并且让
孩子们懂得崇尚礼仪，遵守礼节。

通讯员 任冰冰 石彦丽

珠玑小学：

迎新生，戴校徽

9月1日，珠玑小学迎来了122

名新同学。在开学典礼中，学校通
过给一年级同学佩戴校徽，增强孩
子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教育孩子懂
得努力从今天开始，梦想从此刻起
航。122名新生家长也欢聚一堂，满
怀期待与信任，共同见证了孩子成
长的神圣一刻。

通讯员 黄艳丽 王艳

开发区金城小学：

举行开学典礼

9月1日上午8点整，烟台开发
区金城小学全体师生参加了新学
期的开学典礼。新学期，该校将通
过“学雷锋、树新风”、“读好书”、

“厉行节约”等系列中华传统文化
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安全教育社
会实践活动，让广大学子在陶冶情
操、滋润心灵的同时，学会关注自
然，关心社会，关爱他人，丰富自己
的心灵，提高个人的修养。

通讯员 李方艳

莱山区实验小学：

举行教师培训会议

8月27日，莱山区实验小学举行
了为期一天半的全体教师培训会
议。分管领导分级部和学科全面分
析了上学期教学质量情况，提出存
在问题，指出努力方向。6位优秀青
年教师与全体教师分享了自己的教
学经验。分管副校长总结了上学期
政教处工作，并布置了下学期的相
关工作，28日上午孙冲校长作了关
于教师职业幸福的专题报告，孙校
长和教师频繁互动，场下掌声不断。

通讯员 郭洪昂

莱山区滨海中学：

举行教师成长论坛讲座

近日，莱山区滨海中学教师成
长论坛第一次活动在学校多媒体
教室拉开序幕。本次教师成长论坛
由张燕老师主讲，题目是《做学生
喜欢的老师》。她从学会赏识，尊重
学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心钻
研，努力创新；不计得失，不愧事业
四个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此次论
坛为青年教师少走弯路指明了方
向，极大地鼓舞了青年教师。

通讯员 刘向东

问题一：

升学新环境

新生难适应

“开学这几天，她总是找各
种理由不愿意上学，就是去了
在路上也拖拖拉拉，一说去上
学就不愿意。晚上写作业也总
是心不在焉，每天的作业都要
拖一两个小时才能完成。班主
任也说她上课老走神，注意力
不集中，这可怎么办？”杜女士
的女儿在新桥小学读三年级，
提起女儿刚开学的表现，她很
是头疼。新学期开学后，记者走
访烟台市部分中小学，发现每
天在学校门口都有哼哼唧唧不
愿意进学校的孩子在跟家长讨
价还价，而且，还有不少学生出
现情绪低落、食欲不振、早上起
不来，甚至厌学的状况。每年开
学第一周，都会有孩子因为沉
溺于假期状态，不能适应新学
期的学习和生活而困扰。专家
提醒家长，开学的前两周是学
生“收心”的黄金时期，如果不
能迅速地从“假期综合征”中走
出来，还将有可能影响整个学
期的学习。

升入新学校的学生面对的
都是陌生的环境、学习方式和
生活习惯，在这一衔接阶段做
好适应工作十分重要。对于“幼
升小”的学生，家长付出的精力
要更多，要及时关注孩子的学
习状态、生活状态和心理情绪
状态，及时与班主任做好沟通，
帮助孩子建立新的生活和学习
习惯。

而“小升初”的学生家长应
鼓励孩子积极与人交流，并且
积极参与班级活动，鼓励孩子
与新同学交往。同时，在学习上
对孩子的监管也不能突然放
松，要逐步放松让他适应自由

宽松的学习环境，使孩子能积
极主动学习。

对于“初升高”的学生，家
长们要及时关注学生的心理状
态，如出现失落感，要及时与孩
子交流，通过回忆以往努力学
习取得进步的事例来鼓励孩
子，新起点要积极面对，振作精
神去拼搏。并帮助孩子深入分
析自己与其他同学存在的差
距，将差距缩小，树立孩子自信
心。

问题二：

期末考试失利

学习信心受挫

“媛媛今年开学升入初四，
但是由于上学期期末考没考
好，心里一直感觉有负担。虽然
暑假期间，我们特意带她回老
家散心，在老家一直过着无忧
无虑的生活，而且每天还与亲
戚朋友玩或者去新的地方探
险，使她逐渐忘了考试的失利。
可是，新学期开始后，媛媛又开
始想到学习的压力，而且，因为
初四要准备升学考试，她也变
得越来越没信心，这两天甚至
向我说有些厌学。”女儿在烟台
十中上学的岳女士向记者说出
了她心中的困惑。

像媛媛这种情况，在毕业
班的学生中比较普遍。新学期
开学后，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
凡是毕业班的学生都会明显感
觉到“升学”的压力。假期的休
息是一种调节，不过，如果新学
期立刻面临高强度的学习，加

上之前学习成绩下滑的心理因
素，可能会让这些学生更难以
适应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

遇到这种情况，学生和家
长可以分“三步走”。首先，学生
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想
象高中、大学的一些好的情景，
例如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有
更多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等
等，让自己对中考、高考后的生
活有美好的期待。

其次，每个中考生、高考生
都有压力，大多数孩子的压力
会引起一些生理反应，例如睡
眠不好，胃口不好等，都是很正
常的现象，孩子自己会慢慢调
整，家长在这个时候不要太关
注“压力”，也不要给自己压力，
中考和高考是孩子自己的事
情，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如果家
长也很紧张，会跟孩子的压力
形成交互作用，相互强化，让孩
子的压力更大。

最后，学生应该从新学期
开始树立正确而合理的目标，
这个目标是指更具体的目标，
如每天、每周、每月要完成哪些
学习内容。这样当孩子每次完
成了自己制订的任务后都会体
验到成就感，增加自信。

问题三：

生物钟难调

上学总迟到

“我们家的瑶瑶暑假里每
天睡得晚，起得晚，开学第一
天，闹钟响了她也不起床，我和
她爸轮流叫她也没见动静，后

来叫的遍数多了她就开始大发
雷霆，显得十分烦躁，最后很不
高兴地起床，匆匆忙忙赶到学
校还是迟到了，虽然头天晚上
瑶瑶信誓旦旦地说第二天一定
准时起床，可是真到了第二天
早上总是起不来，这都两天了，
总是迟到，真不知该咋办了。”
女儿在珠玑小学上二年级的秦
女士满脸愁容地向记者说道。

在暑假每天睡到自然醒，
突然要早起，肯定很困难，瑶瑶
并不是不想起床，实在是起不
来，身体和大脑还没激活。家长
反复催促，让她觉得是自己做
错了事遭到父母责骂，心里自
然高兴不起来。

对于这种情况，家长们可
以让闹钟提前5分钟响起，然
后打开轻音乐，给孩子做做身
体按摩，在孩子将醒未醒时给
她讲点好笑的滑稽故事，或者
挠痒痒，孩子会慢慢地清醒，
并且有个好心情。给孩子一些
好的暗示，引导孩子去看到开
心的、积极的、乐观的一面。
例如告诉孩子“开学了，看到
以前的同学肯定很开心了。”

“新的学期又会交一些新朋友
吧？”“这位新来的老师好像
挺喜欢你的，你也很喜欢他/

她的吧！”等等，通过良好暗
示，让孩子喜欢学校，更快适
应学校生活。”并且家长应以
平和的心态对待孩子的这些
不适应的情况，不用批评和责
骂，给点时间让孩子慢慢适应
生物钟的变化，慢慢适应学校
生活。

新学期开始，有些孩子出
现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头脑昏
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
等表现，其实，这些都是“开学
综合征”惹的祸。家长只要掌握
以下几个策略，就可以帮助孩
子尽早适应新学期的生活。

策略一

帮孩子“收心”

家长帮助孩子早收心，首
先，要制订每天的学习计划，避
免临时抱佛脚，改掉快要睡觉时
才突击完成作业的恶习；其次，要
控制、压缩孩子玩乐的时间。与孩
子沟通时，最好多采取商量的办
法，让孩子理解并自觉地回归学
习。如果孩子不是很自觉，家长也
不要一味指责孩子，要以一种平
等、尊重、倾听的态度和孩子交
流，这样孩子更容易说出内心真
实的感受和想法，如此可以帮助
孩子尽快地进入学习状态。

策略二

调动孩子上学积极性

俗话说“好孩子是夸出来
的”，对于孩子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也是如此。每个孩子都
有积极上进的欲求，家长应以
多鼓励、肯定的方式教育孩子，
好的方面给与肯定，不足的方
面及时勉励，尽量给孩子营造
一种轻松的学习氛围。

另外，家长也可以与孩子一
起探讨，总结上学期的收获，树
立新学期的目标。多尝试一些能
激起孩子兴趣的新鲜事物或活
动，拓展孩子的学习能力。从正
面、积极的角度，多表达欣赏和
鼓励的话语，帮助孩子放松紧张
心情，增强孩子的自信心。

策略三

家长切忌过度担心

由于现代社会对孩子的教
育都非常重视，导致了家长过
分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有些
家长甚至在开学之初也会产生
焦虑情绪。这种情绪如果传递
给孩子，会造成负面影响。心理
学上对“开学综合征”的各种表
现有这样深入的分析：学生在
面临生活环境变化时，潜意识
里的防御机制将一些不愿面对

的、不认同的、被压抑的、不愉
快的负面情绪转换成一些躯体
症状，并会持续一段时间，但这
个过程会随着慢慢适应变化的
环境而消失。可见，学生出现

“开学综合征”是正常现象，就
像成人长假过后不愿上班一
样，因此，家长切忌过度担心，
要以理解的心态帮助孩子尽早
进入正常的学习状态。

家家长长咋咋帮帮学学生生应应对对““开开学学综综合合征征””

专刊记者 王伟凯

9月1日，结束了暑假
的学生们纷纷踏入校园，
开始了他们新学年的学习
生活。尤其是“幼升小”、

“小升初”、“初升高”这些
特殊阶段的学生，新学年
到来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
不小的挑战，面对角色的
转变、崭新的环境他们会
适应吗？为此，记者进行了
采访。

珠玑小学三年级一班的学生正在专心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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