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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余庆 记者汪珊兰报道：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不仅

给大家的身体健康带来威胁，也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带

来了诸多影响，导致个体进入心理应激状态，可能产生身心不

适。针对此情况，结合学前教育特点，疫情期间，上饶市第一保

育院对教职员工、家长及幼儿通过网络形式开展了心理疏导，

帮助大家在疫情期间加强心理调适，增强心理免疫力，更有效

地维护心理健康。

开展线上心理健康讲座，线上答疑解惑。该校为教师们提

供线上心理健康讲座， 成立由该院国家二级心理辅导教师为

组长的线上心理服务小组，定期、不定期为教职员工进行心理

疏导；科普心理健康相关知识。选择线上资源如《 疫情中，给焦

虑不安的心找一个安全岛》《 如何看待和应对在疫情中的正常

心理变化》《 防疫期间常见心理问题及解决办法》等，让教师们

了解相关知识，提升全体教师疫情心理判断及防护能力，并把

相关知识传递给家长朋友们，让广大家长们也从中受益，克服

心理焦虑； 提升教师心理健康辅导方面的能力。 通过视频会

议、线上交流、线上答题等方式，提供“ 如何做好心理疏导”影

像和电子资料，帮助教师提升心理健康辅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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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讯 江桂仁 单长华 记者汪珊兰报道：连日来，婺源县

紫阳六小开展亲子诵读《 朱子家训》比赛活动，传承国学经典，

加强线上教学期间的德育教育。

《 朱子家训》不只是朱子后人的行为准则，也是留给每个

世人的宝贵精神遗产， 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学习的成

长训言。 诵读《 朱子家训》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

德，使传统精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帮助学生塑造良好的品

格修养，奠定和谐的人生基础。 本次亲子诵读活动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 有三口之家的温馨诵读，有爷孙辈的默契配合

;

有

诵读与舞蹈的完美融合，有弘扬美德与乐器的古今搭配。各家

庭的精彩诵读将活动不断地推向高潮，共同唱响“ 亲子诵读”

的乐章。 评委老师从内容、背景、技巧、台风、语音等方面对每

一组家庭进行打分、评选。

突如其来的疫情，带来了全新的线上教学模式。在亲子辅

导的过程中，由于对孩子期望过高、孩子在家自理能力不强等

原因，很多家庭的亲子关系变得焦躁、紧张。本次活动以“ 大手

拉小手”亲子诵读的形式，阐释《 朱子家训》对个人、家庭、社会

的重要作用，不仅增进了线上教学期间的家庭亲子关系，也赢

得了广大家长的认可。

市一保：

线上开展心理战疫活动

市三小：

奏响学习雷锋主旋律

不 一 样 的 春 天

德兴市龙头山小学 祝桂传

孩子们校外生活都在做什么 ？

———饶城中小学生校外生活透析

本报记者 汪珊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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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万年县湖云小学的老师心系学生，开展疫情期间家访

活动。在学生家中，老师查看了同学们线上与线下的学习情况，辅

导和检查作业，并叮嘱同学们少外出，多读书，勤锻炼。 “同学们，

我们不能因为眼前的困顿而停下向前的脚步， 线上学习也很重

要，我们要做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防疫学习两不误’。”家

访老师纷纷表示，等疫情结束之时，和孩子们在校园里不见不散。

记者 汪珊兰 摄

现状：作业占据最多时间

3

月

10

日， 在信州区某小学家长群里，记

者随意询问了孩子完成作业的时间，其中完成

作业最快的不到

1

小时，完成最慢的则在

2

个

小时以上。 不过，完成最慢的孩子家长表示，慢

的原因不在于作业多， 而是孩子老是分神，爱

磨蹭。

虽然完成作业的时间不同，但是，对于孩

子们而言， 课外做作业就是他们最主要的任

务，除了学校作业，还有各种课外班作业。

6

年

级学生周子怡抱怨， 以前上幼儿园的时候每

天晚上都会到小区外面的广场和小朋友玩 ，

自从上小学，即使她偶尔到楼下去玩，也很难

碰到同龄的孩子， 基本都是比自己小几岁的

小朋友。

调查显示，平均每个儿童的校外生活时间

分配中， 花费时间最多的类别就是做作业，包

括学校作业、课外班作业、家长布置的作业、其

它作业。

“ 下午放学一回家就是写作业，然后吃晚

饭，接下来是上补习班，放学的时间比上学还

累，哎，我太累啦！ ”对于不得不被作业填满的

校外生活，小学生小海抱怨道。 小海妈妈也很

无奈，“ 孩子做作业还算快，但是还有几个兴趣

班和学科辅导班的作业，所以没有多少时间出

去玩。 我们心疼孩子，但是孩子现在多努力，以

后就会更轻松。 ”小海妈妈告诉记者。

调查：年级越高自由时间越少

不同学段儿童的校外生活有所不同。 《 中

国儿童发展报告 （

2019

）———儿童校外生活状

况》显示，幼儿园儿童的校外生活以休闲娱乐

为主；小学二、四年级是一个过渡时期，尤其是

四年级儿童的学校作业时长达到

60.51

分钟；

初中生做作业时长最多， 占时

123.96

分钟，自

由玩耍时间最少，占时

18.60

分钟。

“ 一般来玩的小学前的孩子比较多，小学

一二年级的孩子也有，但是再大点的孩子就比

较少了。 ”饶城一孩童游乐中心前台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也许是大了作业多吧，现在中小学

生压力挺大的，我家小孩放学后的大部分时间

就是写作业、上辅导班，她自己可支配的时间

明显比小学三年级前少了很多。 ”

饶城市民黄女士家有一个读初二的孩子，

她见证着孩子一年比一年更“ 忙”于学业。“ 我

记得刚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孩子还问我为什

么一周只能出去玩一次，然后就是一年比一年

‘ 忙’，现在孩子都懒得抱怨了。 ”黄女士表示，

孩子年级越高，课业更重也更难了，花的时间

更多，自然而然能自己支配的时间就少了。“ 我

也正愁呢，下半年孩子就要升初三了，这个关

键的一年我家娃更没有多少自由时间了。 ”

探讨：儿童校外生活质量如何提高

对于孩子来说，学校教育很重要，校外教

育同样重要，更是有力的补充。 提高少儿校外

生活质量，也是少儿的健康全面发展的条件和

保障。

饶城市民周先生说，孩子校外生活质量提

高至少孩子有更充裕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情，没有足够的时间释放天性、接触朋友及大

自然，对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无疑会造成很大

的影响。“ 何不还孩子多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

让‘ 玩耍’和学业共存，甚至是相辅相成。 ”周先

生坦言道。

“ 其实总体来看，少年儿童的校外时间基

本被家庭作业和课外班这两座大山占据，给予

孩子自由玩耍、充分展现自我个性的时间被严

重压缩。 面对这种情况，家长们要有科学家庭

教育观，引导少年健康校外生活；校外教育机

构也要发挥职能，丰富少年校外生活资源。 ”初

中年级老师陈华华告诉记者，提高少年校外生

活质量不是个人的事，需要政府、学校、家长等

各方面一起努力。

“ 正如 《 童年》 这首歌所唱，‘ 等待着下

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陈

华华说， 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拥有歌声中所

描绘的童年，在校内校外都能各有所学、各有

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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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冠肺炎肆虐全国，原本开学的时间，都宅家

抗疫了。 清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网页，了解疫情实时

动态。 看到那些不断跳跃的数字， 让我有了同频共振的心

跳，这个春天注定不平凡。

线上教育教学如期开展， 面对新的教学模式， 有的人

说，线上教学视频节奏太快，农村孩子难以适应；有的人认

为，线上教学无法师生互动，缺少活跃的课堂氛围；有的人

担忧，视频教学学生能否认真听课，作业怎么办？ ……一大

堆顾虑堵在心头。

在线学习正式开播了。咨询电话接踵而来。“ 老师，电视

在哪个频道看？”“ 老师，赣教云怎么下载呀？”……重复的问

题不知听了多少遍，也不知回答了多少次，一天下来只觉口

干舌燥，耳朵嗡嗡响，看来“ 客服”这个活不好干。 刚端起手

机在沙发上歇下来， 忽然想起了建档立卡贫困户英同学家

是我的结对帮扶对象。去年晚上的一次家访，堂前昏暗的灯

光下，她伏在老旧、宽大的四方桌上写着作业，那盏灯兴许

是她家唯一的电器吧。她能收看到在线教学吗？我把担忧报

告了校领导。两天后，我接到电话，话音那头传来稚嫩童声，

“ 老师，我也能和大家一起学习了。今天，校长伯伯特意给我

送来了一部手机。 ”话音在耳边萦绕，我仿佛看到了她满脸

的喜悦。

在线学习是隔着屏幕的，为了随时关注学情，我特意建

了个朗读群。 每天早晨六点来钟就能听到孩子们叽叽喳喳

的读书声。 虽然吵闹但我喜欢这样的闹腾。 进群听听晨读、

查查背诵成了我居家工作的日常。“ 咦，晨宇同学怎么没在

群里冒泡呀？”我下意识地掏出了手机。他妈妈告之我，晨宇

每天都有晨读，就是不敢往群里发，发音不准，怕同学笑话。

通完电话，沉思片刻，是我把他先天性唇裂的事忽略了。 看

来他是自卑了，这样他会失去信心的。在电话里我告诉他妈

妈，以后让他把朗读视频私发给我。 一连几天，我不但积极

鼓励，还用小程序录音指导他朗读。和他讲述古希腊演说家

狄摩西尼为克服口吃，口含石子在海边练习，最终成为伟大

的演说家的故事。慢慢的他敢在大家面前读书了，现在他成

为群里朗读最积极，晨读坚持最好的那个人。

在线教学的第三天，我和往常一样，听完课把作业发布

出去。 没过多久，电话响了起来。“ 老师，我儿子实在是教不

下去了，我要疯了……”嗓门很大，语气生硬，情绪很激动，

梦羽妈妈完全失控了。“ 和你讲过多少遍了，还是错……”电

话那头又传来了一阵咆哮声，我清晰地听到小孩的啜泣声。

其实，梦羽还算乖巧，就是学习能力弱了些，动作慢，忘性

大，是正儿八经的学困生。课间，我经常给他单独辅导，不开

个小灶，哪能跟得上呀

!

前几次作业，都是到晚上十点以后

才完成打卡。他妈妈每天陪早读、陪听课、辅导作业，从早上

六点起到晚上十一二点歇，还真是不容易。从早陪到晚累点

不说，还毫无效果，看来这次他妈妈真急了。 目前这种学习

形式，主要是靠家长来督促的，如果家长放弃了，孩子参加

线上学习的效果可想而知。我一边倾听家长诉苦，一边给她

建言献策，并不断帮梦羽答疑解惑，慢慢的他作业交得越来

越及时了。

窗外，早已花香草绿，绚丽多彩的春天来了。相信，在疫

情考验之后，我们会更加敬畏生命，更加崇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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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汪珊兰报道：近日，上饶市第三小学开展了

“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闪光” 学雷锋主题系列活动。“ 雷锋精

神”随着三月徐徐的春风吹进孩子们的心田。

该校全体少先队员参加了以“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闪光”

为主题的线上升旗仪式。伴随着高亢嘹亮的国歌声，屏幕前的

“ 红领巾们”共唱庄严的国歌，向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敬队礼；

“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我们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

们服务之中去……”、“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处处为国家着

想。 ”队员们对雷锋经典语录早已烂熟于心，一张张精美的作

品，寄托了同学们对雷锋的深深眷恋；《 雨天背同学》 、《 难忘雷

锋》 、《 人民的勤务兵》 、《 我身边的雷锋》 ……一个个难忘的瞬

间，队员们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带领大家再次领略了雷锋大公

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

队员们通过“ 线上队会”我参与、“ 雷锋语录”我知道、“ 雷

锋故事”声声传等具体活动，对于雷锋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和理解。 在活动中创作出的作品感情真挚，内容详实，这些作

品是对“ 弘扬雷锋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深切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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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的缓解，开学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记

者近期对步入学习正轨后，孩子们校外生活如何过做

了一个调查。

你家孩子校外生活时间都在做什么？ 是在做作

业，上辅导班、兴趣班，还是玩耍？ 孩子有多少可以自

己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透露着多数

孩子的现状，作业、课外班当道，户外玩耍的自由时间

少之又少。

中国儿童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

《中国儿童发展报告（

2019

）———儿童校外生活状况》显

示，上学时，孩子们校外生活花费时间最多的就是做作

业，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班以学科辅导为主。

连日来，记者采访饶城多个家庭，看看孩子们的

校外生活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