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彩排列3开奖

（第

20094

期

5

月

23

日开奖）

3 2 8

（第

20040

期

5

月

23

日开奖）

02 17 20 28 29+01 07

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体彩排列5开奖

（第

20094

期

5

月

23

日开奖）

3 2 8 7 5

3D开奖公告

7 4 0

（第

2020095

期

5

月

23

日开奖）

“好彩1”开奖公告

04

兔 春 南

（第

2020090

期

5

月

23

日开奖）

南粤风采36选7开奖公告

（第

2020090

期

5

月

23

日开奖）

17 21 05 06 25 22+04

为你支招

责编：周乐乐 美编：方元 校对：段丁2020.5.24��星期日

本报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凌信律师事务所 熊谌宇律师 电话：020-38262566

A07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不赶进度不追作业，用小游戏让学生缓解返校压力

“快乐锦囊”帮孩子重新适应校园生活

返校第一周，广州高中生小月兴奋感满满。到了第二周，她发现自己上课总是犯困，听不进去。每当早上回学校时总是感

到心情低落，回到家反而更能学进去……从 4月 27日至今，广州返校学生总人数近 120万。 经历了“史上最长假期”的孩子

终于复学了，可是情绪问题成为了一道隐形的“关卡”。如何让学生们重新适应校园生活？日前，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广州学

校设置了不同的“快乐锦囊”，老师们在返校复学、教学进度及作业布置上使出浑身解数，帮助学生们积极拥抱校园生活。

返校初期有焦虑？ 心理疏导很重要

江同学今年读初二，疫情期间，他和

爸爸就学习的事情吵了几架。 江爸爸困

惑不解， 自己明明是出于好心关怀儿子

的情况，没想到孩子反应这么强烈。广州

市教育研究院心理教研团队调研时发

现，考试焦虑、学习动力、睡眠、孤独感、

亲子矛盾等成为一些高三、 初三学生目

前主要的情绪问题。“我们调查后发现，

有部分学生出现了焦虑、紧张等情绪。 ”

李艳月告诉记者。

李艳月是广东实验中学越秀学校心

理科组长、 广州市未成年人心理咨询与

援助中心咨询师，从她接触的情况来看，

学生在返校第一周会很兴奋， 但在作息

时间、饮食等方面可能还不适应。到了第

二周， 有些学生会从兴奋变为疲惫、倦

怠， 无法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 学业方

面，有学生会“假想”同学居家学习很认

真，担心自己跟不上，从而产生郁闷、焦

虑情绪。对此，越秀区朝天小学校长孔虹

表示，根据复学前的调查，大部分孩子对

开学充满期待，但实际上学生会经历“从

不适应，到适应，再到不适应”的情绪波

动。“起初从线下教学转变到线上教学，

学生经过几个月调整已有所适应。如今，

学生重返校园，需要花时间再次适应。 ”

如何释放压力？ 各校老师有“锦囊”

对于学生们或多或少的情绪变化，

各校老师们都早有心理准备。正因如此，

返校当天市内大部分学校都不急于安排

上文化课，而是先为学生进行情绪舒压。

“如果你期待，请拍一拍手；如果你紧张

焦虑，请抱一抱自己……”广州市幼儿师

范学校第一课重在舒缓压力， 老师针对

学生可能出现的情绪和压力， 通过轻松

的形式、有趣的视频进行悉心疏导。

“请这位同学用动作演示‘阳光’！”

返校第一天， 天河区体育东路小学的课

室里充满欢声笑语。 在久别重逢的见面

会上， 孩子们兴致勃勃地聊起了宅家

“威水史”、 开心事。 随后， 在老师的带

领下， 同学们用动作演示“开心” “阳

光” 等充满正能量的词语； 甚至生动地

演绎出“好久不见， 我想你了！” “你

有困难我帮忙” 等充满温情的“情境

剧”。 原来， 这正是老师以小游戏、 手

指操、 见面会等生动活泼的方式， 引导

学生调节情绪。

而在荔湾区林凤娥小学， 老师们则

另有“妙招”。 老师让学生画出返校后的

情绪“温度计”，了解自己有哪些负面情

绪，是生气、害怕还是难过，并通过觉察、

接纳、安心三个“小锦囊”，帮助解决学生

遇到的负面情绪。 至于越秀区东风东路

小学， 只见每一位学生进入校园去课室

前，都会把自己折叠的“承诺星”放入“承

诺瓶”中。 学校老师告诉记者，此举是让

学生通过许愿的方式增强心理暗示，告

诉孩子们用平常心回归校园。

如何过渡适应期？ 开设课程个性化疏导

除了出动“快乐锦囊”帮助同学们尽

快适应返校生活， 市内多所学校还纷纷

优化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不赶进度、不

增难度。广东实验中学越秀学校采取“半

学习半衔接”的方式，让学生既能轻松学

到知识，又能慢慢过渡。

东风东路小学、海珠区实验小学、南

武实验小学等学校表示， 复学第一周主

要为学生开展心理教育， 进行复习、练

习， 适当放慢学习节奏， 并灵活编排体

育、音乐、美术等课程，引导学生调整学

习状态。为了缓解学生们的开学压力，朝

天小学则表示， 不提倡老师追缴检查学

生的寒假作业和网课期间的作业， 返校

后针对学生掌握较好的内容少讲或由学

生讲； 掌握不好的内容或与新课结合建

立知识图谱， 或独立安排课时进行难点

突破。

记者还注意到， 不少学校复学后每

周都开设了心理健康课程， 定期摸查学

生的心理状况， 主动约见需要帮助的学

生。复学后，广东实验中学越秀学校对全

体学生进行了心理摸查，并建立档案，针

对学生的普遍问题，如学业压力、时间管

理和自控力差等，开发特色心理课程。对

于重点学生，包括毕业班学生、被隔离过

的学生、医护人员子女等，进行个性化疏

导和跟进。 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调查完

学生心理情况后， 针对不同学生的状况

分级进行心理疏导、干预。

此外， 许多学校还开放心理游戏辅

导室， 让同学们在游戏中解压。 如协和

小学心理室安排了“情绪王国” 小游

戏， 设计了许多有趣的环节， 让学生在

游戏中释放不良情绪， 放松心情。 朝天

小学则开放游戏辅导室， 给有需要的学

生提供舒缓情绪的场所和专业老师的辅

导。

学生：制作作息表，调整计划降低学习压力

返学复学初期， 随着可能会产生

的紧张、焦虑、愤怒甚至回避返校等情

绪，学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面对？广州市

未成年人心理咨询与援助中心建议，

学生可以制作日常作息表， 慢慢做调

整找回秩序感。

在学习方面， 学生可以尝试调动

内在的学习动力，确定目标，做好学习

的规划与管理。譬如将目标具体化，把

大目标拆分成可实行的小目标， 再把

小目标具体到每天可实行的事情，最

后将目标细化到每天可以轻松应对。

若每天计划要完成学习任务会带

来 10 分的压力， 那最好根据自身情

况，将学习难度、时间长度等计划进行

调整。例如，如果连续学习 3 小时数学

的压力有 10 分，学生可以将学习时间

调整为 1.5 小时以降低压力。

家长：多理解陪伴，引导孩子找回平稳心态

广州市未成年人心理咨询与援助

中心建议，家长要有稳定的情绪，不过

分“脑补”孩子复学后可能存在的困难

进而放大焦虑。首先，家长应该调整自

己的情绪状态， 先让自己安心才能更

好地帮助孩子顺利过渡， 并注意观察

孩子每天的各种变化。

同时， 为孩子的情绪提供坚强的

“后盾”。不要急于帮助孩子摆脱情绪，

而是尝试让孩子在情绪里“待一会

儿”，给出理解和陪伴，再留时间给孩

子平复情绪。共情孩子的担忧，引导孩

子看到自己以往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的，或者希望父母可以提供哪些协助。

加强“仪式感”，协助孩子做好回

归校园学习的心理准备。例如，帮孩子

整理书包和文具； 逐步调整手机使用

时间，跟孩子签订“手机使用契约”，让

孩子逐渐收心。 适当增加体育锻炼时

间，每天半小时，增强体质的同时，帮

助孩子养足精神，找回平稳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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