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高三三学学生生假假期期后后如如何何调调心心态态

关注此刻，调整作息

无论孩子是如何安排7天
假期生活的，现在已不重要，关
键是看他这种安排会不会对后
续的学习和生活造成影响。父
母要把关注点放在“此时应该
做什么”，切记不要再纠结于孩
子假期的安排，诸如时不时地
对 孩 子 说“ 瞧 你 放 假 那 7

天……”怎么怎么样的话。这样
的话不仅造成亲子关系疏远，
更重要的是会让孩子对开学后
的学习和生活缺乏足够的自信
心，导致无法迅速进入状态，无
论是课上还是课下都无法专心
学习。

此时，父母首要做到的是
帮孩子尽快调整作息时间，使
他的生活节奏重新回到学校的
安排中去。规劝他不要因为小
长假开学后学习压力的突然增
大而搞乱作息时间，至少要在
节后的两三天内保证充足、高
质量的睡眠和适当的休闲运
动，这样才能用最少的时间把
自己的学习状态调回到最优，
为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做好充
足的精神和体力准备。另外，父
母也可以适当为孩子补充一些
牛奶、核桃、豆类、鱼类和新鲜
的瓜果蔬菜，尤其注意秋燥特
点而让孩子多喝水，这些都有
助于提升他的睡眠质量和补充
大脑能量。

沟通为上，优化心态

随着国庆假期后学习节奏

加快，各种阶段性考试的增多
和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所带来
的压力，节后的高三学生会在
一定时期内出现情绪不稳定的
状态。例如情绪波动大，常常因
为一两次成绩不好而懊悔，导
致下一次考试失利；或是有时
心里吓唬自己“要是考不好该
怎么办”，搞得心情不好，也影
响学习；或者有的没有紧迫感，
成天懒懒散散，不想学习，做什
么事情都没有热情。

虽然每个孩子和父母都
希望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期中
考试中拔得头筹，但并不是有
高目标就一定有好结果。因
此，父母应多观察孩子每天的
状态，尤其是阶段测试后，不
要只把注意力放在分数上。父
母要多留意孩子的情绪特点，
最好能和孩子不定期地聊聊
天，以此降低紧张、焦虑等负
面情绪，帮他从小长假的自主
学习自然过渡到开学后所需
状态上来。

转变侧重，找对方法

根据一线老师多年的观察

和总结发现，小长假结束后至
期中考试前，一般会被认为是
高三学习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阶
段，它更多的起到承上启下的
作用，如果能正确对待，将对后
续的备考复习起到很好地推动
作用，反之也可能会出现阻碍
学习动力的负面效果。

学生在现阶段的学习更多
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对自己
在高三要采用什么样的学习方
法都是尝试着来，可能只是借
助每一次考试的结果或自己的
状态来衡量前一阶段的复习效
果。而马上到来的期中考试，又
将是进入高三的第一次重大考
试，学生对此的重视程度都很
高。正是由于这种“前后夹击”
的攻势，使学生在此阶段更多
的处于一种特殊的应对状态，
即由对学习方法迷茫而产生不
想总结的惯性思维，以及由期
中考试的压力、紧迫感而带来
的不敢求变的保守做法。如果
学生没有意识到这个状态，就
会更多地“被限制”，每天疲于
应付各科作业和考试，自感非
常劳累但成绩又没有提高，进
而影响情绪，导致成绩进一步

下降。
孩子在小长假结束后至期

中考试前自己可能意识不到这
种状态，父母要帮助孩子了解
并正确对待这种状态。无论成
绩是好还是坏，父母不要单一
针对分数加以评价，而是要鼓
励孩子多多反思、归纳、总结前
一阶段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状
态。对于成绩优秀的，父母要先
引导孩子明确“到底是哪方面
做得好”、“具体是怎么做的”，
然后持之以恒；对于成绩较差
的，父母要告诉孩子“不要急”、

“要肯花时间反思、总结，因为
这反而会节省后续的时间”、

“找对高三学习方法比几次小
测验的成绩更重要”等。

父母要意识到，小长假之
后，让孩子全身心地投入到学
习中确实有一些难度，只有自
己做到心中有数，才能选对方
法，有的放矢地帮助孩子。父母
还要多留意孩子的精神状态，
多和孩子沟通，必要时多和学
校老师交流，以此让孩子迅速、
科学地投身于小长假过后的紧
张学习和生活当中去，为后续
的备考复习奠定坚实基础。

中中小小学学生生节节后后综综合合征征咋咋应应对对

家长王女士说：“孩子刚刚
进入学习状态，现在又放假了，
我该怎么办呢？”她的儿子今年
上小学5年级。暑假的时候，儿
子早早做完了作业，每天无所
事事，想方设法到处玩。为了给
儿子安排一个充实的暑假，夫
妻俩绞尽脑汁。暑假完后，儿子
显然还不适应学校的生活，每
天早上不愿意起床，晚上不早
睡，一到学校就坏肚子。一个月
里，她和老师多次努力，孩子才

“正常”起来。国庆小长假，孩子
又要回到暑假的状态了，王女
士担忧：假期完后，儿子会不会
又不愿意上学呢？

教育专家认为，孩子在长
假中，不免会有所松懈，上学后
也难“收心”。家长此时应该配
合学校，每天督促孩子完成相
应的作业，保持一个上学的状
态。经过一个长达7天的假期
后，很多孩子已经开始想念学
校的老师和同学，只不过在家
时过于宽松的环境和无负担的
生活状态，让他们对开学产生

了抵触情绪。因此，帮助孩子慢
慢调整心态和生物钟是消除孩
子“节后综合征”的关键。

要让孩子逐渐从假期的懒
散中走出来。家长要及时与孩
子进行沟通，多跟孩子聊聊学
习、学校的事情，并安排一定时
间，回顾上个学期的知识要点，
如：英语单词，数学、物理的公
式等，逐步减少孩子看电视、打
游戏等玩乐的时间。同时，可以
让孩子和小伙伴多点接触，也
可以给孩子补充一些必要的文
具用品。

要帮助孩子确立新学期的
学习目标，制订学习计划。还可
以预习新的功课，如：语文通读
课文，英语预习单词，数理化预
习前几章，划出难点等，有的放
矢地为新学期做好准备。

家长要以身作则。身教重
于言教，家长应该从十一假期
中尽快走出来，要求孩子做到
的，自己先要做到。例如：要孩
子按时睡觉休息，但家长却约
上几个好友，在家里通宵打麻

将，那孩子能休息得好吗？家长
应该在这段时间内，和孩子一
起把生活作息恢复到平时的状
态，并尽量创造乐于学习的家
庭氛围。

国庆假期后，家长要做到
与老师密切联系，对于已经出
现了不良症状的孩子，老师与
家长要相互沟通，对孩子的症
状进行分析，及时疏导；家长
要耐心倾听孩子诉说，通过与

孩子交流，来减轻其内心的压
力；家长切忌表现出紧张和过
度担心，以免给孩子造成暗示
强化的作用，加重孩子的症
状。

孩子的节后综合征是非常
常见的正常现象，就类似于很
多成年人依旧在假期不想去上
班一样。这时候，自制力不足的
孩子就需要家长给予正确的引
导和帮助。

文化路小学：

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近日，文化路小学举行了“校园
防拥挤踩踏事故安全知识讲座”，要
求学生在出操、上下课、集会等上下
楼梯时，适当错开时间，按照学校制
定的行走路线上下楼。并于2014年9

月30日举行了“防踩踏事故安全行
走演练”通过此次活动增强了全校
师生的安全防患意识，提高了学校
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通讯员 姜小烨

珠玑小学：

为人师表传爱心

国庆节期间，珠玑集团董事长
季道全先生再次慷慨解囊，个人出
资将价值八万余元的衣服赠与珠玑
小学全体教师，鼓励他们扎根教育。
至此，他个人已经向珠玑小学师生
捐赠价值七十多万元物资。珠玑小
学全体教师倍受鼓舞，他们决心用
实际行动回报，满怀感恩之心将爱
心接力棒传递到学生心中，无私奉
献，为人师表，用教育智慧点亮学生
心灵，开启学生多彩的人生，从而提
升学校办学质量和水平，促进教育
事业全面进步。

通讯员 任晓燕

开发区第九小学：

开展文明教育活动

烟台开发区第九小学本学期开
展“文明礼仪进校园”活动。活动初
期，各班利用班会课组织学生学习

《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等小学生应知应会礼仪，让学生
了解和掌握与自己日常生活和学习
有关的校园礼仪、家庭礼仪和社会
礼仪等方面的知识。为了更好地促
进学生形成良好的文明礼仪，大队
部还成立“文明礼仪小队”，监督同
学使用普通话、文明用语、课间文明
活动等情况。

通讯员 张萌萌

烟台十中

秋季运动会精彩纷呈

近日，烟台十中秋季运动会在烟
台市体育公园顺利举行，全体师生热
情参与。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各项
赛事圆满完成。在本次运动会上，运
动员们挥洒汗水，努力拼搏，斗志昂
扬，展现出“勇于突破自我，追求更
高、更快、更强”的阳光体育精神；看
台上的同学们全神贯注，文明加油，
用手中的笔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各
班级团结互助，秉承着“友谊第一，比
赛第二”的理念，鼓舞着运动员们创
造着一个又一个佳绩。

通讯员 贾国敬

牟平区实验中学：

举行消防知识讲座

近日，牟平实验中学聘请烟台
安居防火中心的专家为全校教职员
工进行了《关注消防，珍爱生命》的
消防知识讲座。通过讲座，教师们掌
握了火灾中的逃生方法，增强了消
防安全意识。

通讯员 王红霞

牟平观水中心小学：

教育实践活动获实效

牟平观水中心小学在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中采取多项措
施，一是密切干群关系，明确服务对
象。二是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参观英
灵山烈士陵园，重缅先烈的丰功伟
绩；三是开展“夜访教职工”家访活
动，切实听取教职工对学校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尽力帮教职工解决一
些实际困难；四是工作注重实效、会
议确保精简。切实采取多项举措助
推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通讯员 姜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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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专心上课的小学生

校园播报

国庆长假已经结
束，在度过这个为期7
天的休整期后，高三生
又要进入新一轮紧张
的学习了。此时，高三
生父母该如何帮孩子
尽快调整心态，以使其
迅速适应长假后的学
习和生活呢？

正在紧张复习的高三学生

秋季开学刚刚一个月，又进入“十一”长假。
不少患“节后综合征”的中小学生又面临“考验”
了，节后如何帮孩子收心成了家长们最关注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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