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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年级级新新生生入入学学适适应应有有对对策策
校 园 播 报

幸福小学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近日，幸福小学开展了“铭记
历史，勿忘国耻”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活动中学生自发唱爱国歌曲，
诵爱国诗歌，讲爱国故事，将爱国
主义教育融进课堂。

通讯员 王咏立

高新区初级中学

开展交通安全教育

近日，烟台高新区初级中学在
全体师生中开展了以“安全乘车、
安全骑车、安全走路”为主题的交
通安全教育宣传周活动。学校组织
老师和同学们通过粘贴交通安全
标语，黑板报宣传，促使每个学生
熟记最基本的交通标志，提高师生
交通法制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通讯员 杨伟伟

牟平实验中学

开学收心教育显成效

新学期牟平实验中学集中精
力做好开学收心教育，一是及时进
行学校制度和课堂常规落实，督促
学生从思想上约束自己的行为，进
而达到收心的目的。二是精心组织
一次班团活动，制定切实可行的奋
斗目标及学习计划。三是教师要认
真做好上课前的准备工作，潜移默
化地引导学生进入最佳的学习状
态，从而缩短假期生活和学习生活
的距离。

通讯员 徐克健

开发区金城小学

用“真诚”向老师献礼

在教师节，烟台开发区金城小
学为学生们组织了“真诚更动人”的
主题活动，让学生们用自己的真诚
来为老师们庆祝这个节日。上课认
真听讲、做一份干净整洁的作业、帮
老师分发作业本，这是学生们用来
打动老师的教师节礼物。除此以外，
在教师节里，还有一些班级的学生
在老师指导下认真地制作了他们要
送给老师的祝福贺卡。

通讯员 李方艳

开发区实验小学

举行“迎中秋诵经典”

近日，烟台开发区实验小学积
极开展了“我们的节日·中秋节”主
题经典诵读活动。学校在中秋前
后，以级部为单位开展了“迎中秋，
诵经典”活动，各个班级举行了如
古诗擂台赛、古诗吟诵、美文欣赏
等诵读活动，充分调动了学生们诵
读经典的热情。

通讯员 崔永霞

莱山区黄海路小学

召开新生家长会

近日，莱山区黄海路小学召开
了一年级新生家长会。学校就“怎
样让一年级新生尽快适应学校的
生活？”“怎样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家长如何营造浓厚的
学习氛围”等问题与家长朋友们进
行了探讨，并希望各位家长对学校
的工作给予支持和配合，家校合力
共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通讯员 张武华

航天小学

开展新生国防教育

新学期，航天小学对一年级全
体学生开展了“祖国在我心中”为
主题的国防教育活动。活动的举行
使国防教育深入每个学生的心灵，
增强了学生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
责任感，促使他们更好地学习文化
知识，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通讯员 梁彩霞

问题一：
找借口不去上学

有些孩子不愿意上学，每
天进校门前都要抱着妈妈大哭
一场，拉着妈妈的衣角不愿放
手。还有的孩子找借口，说这里
痛，那里不舒服。

[原因]生活中，有的家长喜
欢拿老师吓唬孩子，经常可以
听到这样的话，“再不听话，就
让老师把你关起来”，其实，这
样很不利于孩子进步。

[解决办法]要让孩子热爱
学校和老师。激发孩子对小学
生活的向往。一般而言，孩子向
往小学仅停留在表面：背新书
包，穿校服，戴红领巾等。这种
入学的愿望虽幼稚但很可贵。
家长应当保护这种积极性，因
势利导，让孩子感到上学是一
件光荣的、值得骄傲的事。

问题二：
上课注意力不集中

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有
些孩子会在上课时站起来，在教
室后面走一圈，或者在自己的座
位上玩书包。

[原因]教学内容改变了，幼
儿园是以教养为主，以游戏为主
的学习形式，而到了小学后将被
正规课程代替，是以学习为主。
每节课的时间也不一样，幼儿园
一般是20分钟一节课，小学则是

40分钟。孩子再也不能像在幼儿
园那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必
须老老实实地坐着。

[解决办法]家长可以训练孩
子安静地坐一段时间，时间的长
度可以从20分钟慢慢过渡到35分
钟。在这段时间内，可以让他看看
书，画画，也可以给他讲故事等
等，让孩子习惯倾听，这对将来提
高他的学习能力至关重要。

问题三：
上课思维懒惰不动脑

上课的时候，不积极主动，
不愿出声，不举手，老师提问也
不回答，老师讲什么就听什么。

[原因]这是孩子思维懒惰
的一种表现，不勤于思考。还有
些孩子即使会思考，但是怕回
答错误，怕出丑，不敢回答。

[解决办法]家长在日常生
活中，要经常给孩子提些“开放
性问题”(即答案不唯一的问
题)，激发孩子去思考。同时，家
长也应积极鼓励孩子主动提出
问题，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
个问题的思维过程更复杂，更
有难度，长期如此，可以提高孩
子的思维能力。但要注意提的
问题要符合孩子的生活经验。

问题四：
对学习缺乏毅力

孩子一开始对功课有好奇
心，可是好奇心过后，就会觉得

是种负担，要么不想做，要么很
磨蹭，花大量时间在并不困难
的功课上。有些孩子对自己要
求过高，比如写一个字，如果觉
得不满意，会反复擦掉重写。

[原因]幼儿园里很少会布
置作业，即使有，也很少是学习
上的。而进入小学后，就是要习
惯回家有功课的生活。

[解决办法]这也需要一个
适应的过程——— 开始就给孩子
布置一个固定的、安静的区域，
让他做功课。应该保证让孩子
在他同意的时间和地点做功
课。一段时间后，观察一下孩子
做功课的习惯，看看有什么问
题，并及时做一些调整，找到能
让孩子更安心做作业的时间、
地点和方式。

问题五：
对小学作息不适应

经常有学生会在下午的课
里打瞌睡甚至睡着。孩子贪睡，
早上不能按时起床，导致上课
迟到。

[原因 ]升入小学后，作息
时间上有很大的区别，孩子
在幼儿园里习惯了天天有午
睡的生活，可是，小学就没有
那么“舒服”了，小学没有午
睡时间，中午只有短暂的休
息时间。小学早上上课时间
比幼儿园要早。

[解决办法 ]现在家长就应
开始试着在家里调整孩子的
作息，慢慢减少直至取消午
睡时间。找到让孩子按时起
床的方法，如用闹钟或轻音
乐提醒孩子、早锻炼、适当奖
惩等，逐步让孩子适应早睡
早起的生活，让他养成按时
起床、用餐、学习、游戏、就寝
的习惯。

孩子刚刚入幼儿园，全家
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担心：
孩 子 在 幼 儿 园 会 不 会 没 吃
饱，会不会想念家人，会不会
受小朋友的欺负……于是接
孩子回家后，就会出现许多
新的话题。为了让孩子更好
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活，我
们提出以下“五忌”，供广大
家长参考。

一忌：甜水等待

我们常常看到，家长在接
孩子时拿着一瓶甜饮料，唯恐
孩子在幼儿园喝水不够。其实，
每天都有“甜水等待”，反而会
影响孩子在幼儿园的正常饮
水，而且长此下去，会影响儿童

的健康。我们倡导孩子喝白开
水，因为白开水中含有饮料不
具备而人体非常需要的微量元
素。

二忌：刨根问底

孩子离开一整天，家人的
惦念是可以理解的，但接孩子
回家后，全家人围着孩子问这
问那，不仅使孩子厌烦，还会强
化孩子入园的“不适应”。因为
孩子的情绪是受客观环境影响
的，成人的紧张和反常表现会
直接影响孩子，使孩子产生焦
虑情绪。

三忌：迁就放纵

孩子心里不愉快时，常常

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刚入园
的孩子，有时也会出现“撒娇”
或“耍赖”的现象。这个时候，家
长不要以同情的态度对待他，
可以用转移的方法排解孩子心
中的不快，切忌“迁就放纵”孩
子。

四忌：零食补偿

一些家长唯恐孩子在幼
儿园吃不饱，回到家中，各种
零食摆在孩子面前任其挑选。
其实这样做的结果会促使孩
子更不好好地吃饭，因为每天
都有零食做补充，孩子会在幼
儿园吃饭的时候“留有余地”，
时间长了，也会影响孩子的健
康。

五忌：偏听偏信

家长对刚刚入园的孩子有
些不放心，会向孩子提出很多问
题。由于这一阶段的孩子常常把
想像与现实相混淆，他们会说出
与事实不符的答案。如，孩子之
间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时，他往往
会说“某某小朋友打我了”，遇到
这种情况家长不要“偏听偏信”。
另外，孩子在回答问题时往往会
将问题的结尾作为答案，如成人
问：“你今天尿裤子了吗？”孩子
回答：“尿裤子了。”问：“你吃没
吃饱？”答：“没吃饱。”据此，建议
家长多与老师沟通，从而客观地
了解孩子在园的情况，以免产生
不必要的误会。

宝宝宝宝初初入入园园家家长长有有““五五忌忌””

开学两个多周了，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开始了从幼儿园
到小学生的蜕变，这样的变化孩子适应了吗？出现哪些问
题？如何才能让孩子尽快适应新的变化？为此，本报针对孩
子们的多种问题给家长们提供相应对策。

最近，幼儿园里哭声一片，
很多新入园的宝贝们免不了哭
哭闹闹，让家长们很揪心。其
实，离开温暖的家庭和一直陪
伴自己的亲人，进入一个完全
陌生的环境，孩子不适应，产生
焦虑、哭闹现象是很正常的。家
长不妨一试下面几个方法帮孩
子进行调节。

激发上幼儿园的愿望

幼儿被录取后，家长要经
常和幼儿谈论有关幼儿园生活
的话题，还可以借用幼儿喜欢
的角色游戏体验幼儿园生活，
如家长扮演老师，和幼儿一起
做他们喜欢的亲子互动游戏，
一起看图画书、讲故事等。家长
也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带幼儿参

观在园幼儿的游戏活动，以此
激发他们喜欢上幼儿园的愿
望。

教幼儿掌握必备本领

刚入园时，老师对幼儿的
了解还不够深入，加之需要照
顾的幼儿数量较多，难以关注
到每一名幼儿。所以，掌握简单
必要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基本的
生活自理能力对于幼儿适应幼
儿园的集体生活至关重要。语
言表达方面，入园前家长要教
幼儿知道自己的名字和性别，
别人叫的时候会答应，如果能
认识自己的名字就更好。还要
教幼儿用简单规范的语言表达
自己的愿望，如：“我饿了，我要
吃饭”，“我想喝水”，“我要上厕

所”。见到熟悉的人会问好，离
开的时候能说再见等。生活自
理方面，教幼儿会用小勺吃饭，
吃饭的时候不左顾右盼；让幼
儿练习用水杯喝水，会自己上
厕所、脱裤子、提裤子，会打肥
皂用流动水洗手等，如果能培
养孩子在12：00—14：00之间午
睡就更好了。

与老师保持密切联系

想要了解幼儿入园后的各
种表现，与教师保持密切的联
系和进行及时的交流是必不可
少的。可利用接送孩子的空隙
时间与教师进行口头交流，了
解孩子的当天表现。如果工作
比较忙或让老人接送，可用写
条或写信的方式与教师进行书

面交流。

关注孩子的点滴进步

幼儿入园后，每天都有新
变化。家长一定要关注幼儿的
这些微妙变化，并及时鼓励他
们的点滴进步。先要做一个耐
心的倾听者，听听孩子的唠
叨：我和谁一起做游戏啦，老
师教了什么歌曲了，吃饭的时
候谁挑食了，睡觉的时候谁先
睡着了……还要做一个细心
的观察者，看看孩子离园后的
各种表现，是高高兴兴还是沉
默寡言，是一蹦三跳还是垂头
丧气，点点滴滴中发现孩子的
闪光点，及时询问并肯定他的
可喜变化，促进孩子逐渐养成
好习惯。

新新入入园园的的宝宝宝宝怎怎样样避避免免哭哭闹闹

文化路小学一年级新生在专心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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