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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一，重庆中小学
生将迎来新学期的学习生
活，寒假临近尾声，很多家
长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孩
子假期一直处于轻松的状
态里，快开学了，怎样才能
帮助“假期综合征”的孩子
适应上学节奏？2 月 21
日，重庆市教委给出了几
点建议。

他山之石

▲

模拟开学节奏
提前帮孩子调整好心态和作息

生物钟，模拟开学节奏，营造收心环
境。开学前几天要按孩子上学时的
作息时间起居，按时准备一日三餐，
早睡早起，调整生物钟，适应开学后
的“时差”变化。

特别要注意家庭氛围，让孩子
感觉假期已经渐渐远离。逐渐减少
孩子看电视、上网、出去玩的时间，
和孩子商量安排一个合理娱乐时间
表。让孩子保持一定量的体育运
动，防止心理疲劳。可通过收拾文
具用品、购置书籍等帮助孩子进入
学习状态。

多聊学校话题
跟孩子多谈谈上学期的学校生

活，帮助他回忆开心的事情，比如，
孩子要好的小伙伴、孩子非常喜欢
的老师、孩子上个学期有进步的事
情等。家长也可以让孩子给好朋友
打个电话，谈谈心，唤起孩子对校园
生活和同学友情的向往，让孩子怀
着迫切的愿望回到学校。

宣泄不良情绪
有些孩子面对开学会产生紧张

情绪，在开学前，可以跟孩子谈谈
心，暗示孩子具备其他人不具备的
优势，以缓解孩子内心的脆弱和不
安，强化其在学校里曾经有过的正
面的、积极的情绪体验；帮助孩子
宣泄个人的不良情绪，以愉悦的心
情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中去；让其
明白，上学期成绩优秀与不优秀已
经成为过去，大家又重新回到了起
点，本学期情况如何，主要看谁先
调整好心态，最先进入良好的学习
状态。

制订家庭计划
从假期的无序到新学期的有

序，过渡的关键是要有一个详尽的
学习计划，让孩子有章可循，有追赶
的目标。这样做既可以让其感到奋
斗有了目标和方向，又帮助养成了
有计划做事的习惯，同时还树立起
孩子的自信心，消除假期后的失落
感。

作为家长也不妨制订自己的家
庭计划和学习计划，不仅可以借机
拓展孩子的知识面，同时也让孩子
感觉到家庭的学习氛围，让其觉得

“不仅我一个人在学习，我并不孤
独”。

避免这些雷区
市教委提醒家长，帮孩子收心

时还有这些常踩的“雷区”，注意避
免。

假期中，孩子很多方面都处于
松弛状态，如果突然承载过多压力，
易导致孩子情绪低落，甚至有抵触
情绪，对开学产生恐惧心理。

家长强行遏制孩子的一切娱乐
活动，孩子可能产生抵触、逆反情
绪。

有些孩子适应开学的时间长，
若家长一味地严厉责骂，只会激化
矛盾，还可能把“坏孩子”的意识植
根于孩子内心，激发孩子叛逆心理。

市教委表示，小学生的生理和
心理都还未成熟，长假过后，儿童的
心理反差大，对于孩子状态的回归，
家长不可操之过急，允许他们开学
后度过一段过渡缓冲期，慢慢适应
新学期的生活。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秦健

○作业做完
了吗？

○心态调整
好了吗？

○生物钟调
整好了吗？

○家庭计划
制订好了吗？

○自己的学
习计划制订
好了吗？

寒假几十天，
所剩没几天。
快乐千万条，
学习第一条。
作业做不完，
开学泪两行。

下周一开学下周一开学
你和孩子你和孩子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小朱同学今年上初一，这个寒假，他
每天都给自己安排了规定的作业量，并按
时完成，目前，他的寒假作业就剩下两张
小报。

小朱同学说：“我在下城的一所初中
上学，老师会根据学生不同的成绩来布置
作业。我在班里属于中上水平，所以作业
量也算中等，就是数学作业相对多一些，
要做11张卷子，还要自己出典型题目，不
过我已经都做完了。我规定自己每天都
要做3小时的作业，现在也基本都按照我
的计划在进行，我预计2月23日就能完
成所有寒假作业，剩下的几天，我打算预
习一下七下的内容。”

这份自律，让很多家长都无比羡慕。
不过，小朱同学自己十分坦诚地说：“我以
前可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也是一个非常
爱玩的人，一玩起来就会把作业完全抛在

脑后。记得小学四年级暑假那年，我把一
本数学的口算练习册剩在了最后，开学前
2天紧赶慢赶才写完。我的口算本来就
比较薄弱，那次补写简直把我给补伤了，
记得我写到最后，连最基础的计算都不会
了，就是脑子都蒙了。”

小朱妈妈说：“我家孩子跟大多数调
皮的男孩一样，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假期作
业，都要我靠我在屁股后面追着写。如果
一回家看到他什么都没动，非得拿衣架在
他身上拍几下才能泄愤。”

“不过庆幸的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思想逐渐成熟，作业竟然也不用催了。特
别是进入初中后，感觉一下就成了大男
孩，开了窍。当然，他的个子也超出我小
半个头，我也不好意思再打骂了，遇到事
情也是鼓励为主，孩子自己也改变了不
少。” 据都市快报

近日，一位读者爆料：“晚上 11点
多，我听到邻居家在大吼。歇斯底里
中，只听清楚这几个关键词：‘作业’

‘我告诉你噢’‘你到底想怎么样’，明
显是深夜监督孩子作业的妈妈。是不
是中小学生快开学了，现在都在疯狂
赶作业？”

按照学校通知，杭州中小学生将在
2月28日返校报到。也就是说，留给孩
子赶寒假作业的时间，只剩下几天了。

这两天，杭州一位老师发朋友圈提醒
学生补作业：“寒假几十天，所剩没几天。
快乐千万条，学习第一条。作业做不完，
开学泪两行。”

有人痛哭有人自律有人写“不会做”
来看赶作业高峰中的家长和孩子们

最近，杭州家长的朋友圈里，也呈现
出了各种各样的赶作业姿态。

有的孩子春节在老家快乐地放鞭炮、
吃吃喝喝，完全把作业抛在脑后，但回杭
后不得不开启疯狂地补作业模式；有的孩
子跟着爸妈去度假，白天世外桃源鸟鸣山
幽，晚上则在酒店房间加倍补作业；有的
孩子为了能骗过爸妈继续潇洒过寒假，甚
至在凌晨偷偷起床补作业……

同时，这几天，在图书馆、麦当劳、肯
德基、星巴克等店内扎堆写作业的学生又

开始密集出现了。
下午2点，记者来到了一家星巴克，

发现这里已经被补作业大军占领。学生
的年龄主要集中在小学高段和初中，三三
两两地分散在了店内的各个角落。

一位四年级男生说：“春节跟着爸妈
回老家了，看到弟弟妹妹都在外面玩，自
己也实在是坐不住，总想跟着他们一起玩
儿。所以，从老家回来后，恶补了好几天
作业，现在还剩下一些小组作业，所以出
来跟同学一起完成。”

各种咖啡店、快餐店 成为学生补作业宝地

故事

五年级的文文：母女俩为作业抱头痛哭
早在放寒假初，五年级女生文文就和

妈妈一起制订了详细的寒假计划，每天完
成什么，都安排好了。

“我预备她年前完成三分之二作业，
过年玩几天，之后再写三分之一。计划得
再好，都赶不上变化。”文文妈妈叹了口气
说，结果，年前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作业大
头就落到现在了。

眼看离开学只剩下一周，每天揪着女
儿赶作业，成了她的头等大事。

前天晚上，母女俩为了作业，又是一
阵大吵。

“她写作业，要我陪在旁边的。但是
看她做错，我就会忍不住吼她。为了稳住
情绪，我在旁边刷刷手机，分散下注意
力。”文文妈说，女儿看到自己玩手机，她
玩不上，还得写作业，心态崩了，几道题做
不出来后，干脆甩笔不写了。

这一下，文文妈的火，“噌”地上来

了，开始朝女儿怒吼。“你说，这不是恶
性循环嘛！我不陪她，她叫。陪她，看
她做错，我生气。人家都说气得头疼，
这不是夸张用法，我头真的很疼，是生
理性的疼！”

桌子拍得梆梆响，一道题擦了好几
遍，还写不好，文文就大哭起来，眼泪一
把，鼻涕一把。

看女儿哭了，文文妈也不忍心，在女儿
旁边抹眼泪。就这样，母女俩抱在一起哭
起来。

哭完，文文很内疚，捡起笔，刷刷刷地
写起来。妈妈呢，看到文文乖巧的样子，
心里又一顿自责，又是欣慰，说哪怕再看
见她做错题，语气也好了不少。

母慈子孝地过完一晚，文文妈笑着
说，等到第二天，女儿的小愧疚早就忘记
了，又是催她赶作业的新一天。“只希望赶
紧开学，重新回到正轨。”

“笑问客从何处来，就说我在赶作业”
“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赶作业”
“蓦然回首，那人正在赶作业”
……
其实，有时候作业多起来，并非是孩子

拖拉没写完。大年初八开始，不少培训机
构开门，寒假班等陆续开课。培训班作业，
再加上没做完的寒假作业，孩子们确实忙
不过来。

有一位家长朋友这两天就带着四年
级的儿子赶场，上午语数，下午英语，18:
30回家后，当天的培训班作业要完成，还

有学校布置的五六篇作文未完成，确实头
大。

六年级家长朱女士，前两天检查儿子
作业，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不会做”。“他不想做作业，只想着玩。”朱
女士被气得不轻。

“我是个暴脾气，按以前，我要动手
了，但是那天我忍住了。他个头1米61，
已经超过我。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已经
打不过他了。这两天有父母催作业打孩
子，被孩子报警。我可不想和儿子动手，
到时轮到我报警，那就尴尬了。”

六年级的男孩：作业上写着“不会做”

初一的小朱：初中开始自律能力提高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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