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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高考
家长该如何应对？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考、高考，很多
家有考生的父母， 此时想定是五味杂
陈，有人淡定从容，有人心怀期盼，有人
焦虑万分，有人则寝食难安。
在这里姑且不去举诸多例子，那并
不能证明什么，只能说很多现象普遍存
在。 在中高考前这一短暂的时间里，做
为家长应该做点什么？ 你怎样面对孩子
的考前复习呢？

提示一：家长要正确评价孩子
有部分家长常会根据孩子以往的成
绩来评价孩子的学习能力，这是欠妥的。
不论是中考还是高考都是一次综合性的
考试，不仅考学科知识，还有考察孩子的
应变能力，更有临场发挥。 如果家长能从
这几方面去关注孩子， 你就会清楚自己
如何面对孩子了。
另外， 家长要充分考虑到孩子的现
实情况， 有针对性去辅助孩子采取应对
之策，从而保障孩子安心复习。

提示二：家长要鼓励孩子
对于成绩优秀的孩子来说， 家长基本
上不需要太多为孩子操心。 但是对于成绩
并不是非常理想的孩子， 家长就必须要适
当的去关心和鼓励孩子， 让孩子从容面对
考前的紧张复习生活。 在这方面，鼓励的话
语很关键， 适当的鼓励的呼吁可以激起孩
子很大的动力，也可以减少孩子的负担。
比如可以告诉孩子：高考没什么，请放
松一些，不要过度紧张；乐观面对吧，其实
这只是你人生的一次选择， 并不是唯一的
选择；现在你除了保持良好的生活节奏外，
还要调整你的学习时间， 不要搞疲劳战等
等。

多年的中高考证明了一个道理——
—高
考不仅是在考孩子，还是在考验着家长。 我
想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十年寒霜苦，几
乎所有的父母都在期盼着孩子能考一所好
的更高一级的学校。 那么，面对中高考家长
朋友们必须摆正心态。
家长如果不想因为你的心态而让孩子
的学习受到影响，那么请你一定要理智面对
孩子目前的学习，不要把自己无数的期盼都
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不管孩子考多少分，或
者孩子目前的状态如何，你都要保持一份乐
观的心态，因为这样做，你会让孩子感受到
（文扬）
一份轻松，减少一份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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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川中学
重视心理干预 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本报讯 3 月 11 日， 达川中学为有效推进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切实发挥校园心理危机管理中
各班心理委员的作用，结合心理中心利用“班级心理晴
雨表”排查出的情况，在学术报告厅举行全校心理委员
培训会。
培训会由政教处副主任蒋玉主持，心理专职教师周
智辉结合
“班级心理晴雨表”摸底排查出的心理健康状
况逐一进行剖析讲解。心理中心通过筛查出的新学期学
生心理问题主要集中在学习压力和新学期适应。学习压
力方面在毕业班级中比较突出，表现出考试焦虑、缺乏
自信、焦躁、注意力不集中、迷茫。 新学期适应问题，主要
表现在缺乏学习动力、手机成瘾、想家、换座位引起不
适、转校生人际适应、浮躁厌学等。 此外，还反映有睡眠
不足、生涯迷茫（选专业、选学校）、高中生交往等引起的
情绪问题。 对筛查出的相关问题，周老师都分别引导大
家采取各种方式对同学们进行疏导。
此次培训明确了当前各班心理委员开展心理危机
预防和干预的方向、方法，积极落实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及心理危机干预机制体制，维护校园和谐稳定，帮助学
（周智辉 杨华）
生健康成长。

罗江八一希望学校
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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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罗江八一希望学校少先队组
织队员们，举行了“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我与祖国共
成长”开学第一课主题队会。
队会中，少先队员们畅想未来，畅谈自己的理想，
分享感受与心愿。 清楚地明白了自己的理想与“中国
梦”密不可分，“中国梦”既是人民的梦，也是每个少年
人的梦。只有把
“少年梦”融入“
中国梦”之中，一个个小
梦才能汇成大梦，
“
少年梦”才能托起“
中国梦”。希望通
过
“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活动告诉队员们每一个人的梦
想汇聚在一起，就是我们美丽的中国梦，树立起从现在
开始、从脚下开始为实现自己梦想，实现伟大中国梦想
而努力的志愿。
自队会开展以来，学校运用正面教育、实践体验、
引导社会观察等方式，增进少年儿童对“中国梦”的理
解、认同和情感，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志存高远、增
长知识、锤炼意志，为实现
“
中国梦”做好全面准备。
（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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