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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一：作息不规律

节日期间大人们时常聚在一
起娱乐， 家里总是很热闹。 孩子
在这样的环境中会变得异常兴
奋 ， 往往是狂玩狂睡 、 能吃能
喝， 生活没了规律。

收心 “锦囊”： 循序渐进调
整睡眠

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 调整
作息时间。 可以试着一点点提前
孩子的睡觉时间， 但不能一下就
要求孩子比往日早睡一两个小
时， 同时应尽量保持家里环境安
静，让孩子有安全感。睡前不要看
电视或玩游戏， 否则大脑处于兴
奋状态， 不利于尽快入睡。

此外 ， 不只是睡眠需要注
意， 孩子一天的活动也要尽量向
学校的课程安排靠拢， 比如上午
8点-11点正是上课时间， 不要让
孩子过分沉迷于游戏玩乐， 最好
静下心来读读书。 如此从现在起
坚持到开学， 孩子的 “玩心” 定
会有所收敛。

症状二：学习没兴趣

假期之初 ， 孩子们日盼夜
盼， 终于把寒假盼到了， 作业也
被他们直接抛之脑后， 随之而来

的就是自我放飞， 当家长主动去
提醒的时候， 就会大发雷霆， 甚
至以再催就不上学作为要挟， 搞
得家长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当假期结束， 时间紧迫的时
候， 又开始着急了， 要不就随便
写一写， 要不就在各处找答案抄
写， 要不就索性不写， 不管是哪
一种， 最终结果都是不好的。

收心 “锦囊”： 制定作业完
成表

可以先问一下孩子有多少作
业， 多少是没有完成的， 然后和
孩子一起规划下时间， 合理利用
剩下的假期时间。

每天完成点， 避免出现为了
进度而使劲赶作业， 这样做完成
的质量也不佳， 也不利于帮助孩
子收心迎接新学期。

此外， 作业量太大的， 那些
重复次数多、 抄写性的作业可以
先缓一缓， 等到做完其他作业感
到头脑沉重、 思考费劲的时候再
做，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症状三：沦为iPad控和
手机控

春节期间， 小朋友往往在大
人的活动中找不到位置， 多会迷
上电视 、 电脑 、 iPad等电子产
品 ， 变身小小 iPad控和手机控 ，
沉浸在众多游戏中不能自拔。

收心 “锦囊”： 休闲读书相
结合

家长别认为孩子去看电视、
玩 iPad， 不吵不闹就再好不过 ，
孩子的节日生活安排也要丰富多
彩， 切莫拿电子产品当哄孩子的
法宝。

在假期快结束的日子里， 父
母可以让孩子读些课外书， 并且
一定要逐渐减少看电视玩手机的
时间、 增加孩子学习的时间。

这个阶段， 家长可以主动了

解孩子暑期作业或学习计划的完
成情况 ， 看看哪些作业还没做
完， 哪些知识点还没掌握， 查漏
补缺， 还可以对新学期的新知识
做个初步预习， 目的是让孩子慢
慢地把心往学习方面靠拢。

症状四：内心拒绝上学

春节过后， 回归正常的教学
秩序已经进入倒计时， 孩子依旧
沉浸在假期中， 玩游戏看电视，
爱睡懒觉叫不醒， 提到新学期马
上唉声叹气。

这样的孩子在开学后往往会
表现出上学迟到 、 课上心不在
焉， 精神不集中、 课下同学间打
闹， 甚至动手动脚等行为， 有的
同学脏话连篇， 更令老师诧异的
是暑期作业完全不合格……

收心 “锦囊”： 家长要和孩
子一起做好两件事：

1.多和孩子 “闲聊 ”， 陪孩
子聊出学习兴趣。

说实话， 告别假期， 返回学
校 ， 大多数孩子还是不大情愿
的。 这段日子， 家长要和孩子做
好沟通， 和孩子讨论学校的人和
事， 激发起孩子对学校生活的兴
趣， 让孩子保持良好的心态迎接

新学期； 茶余饭后多与孩子聊聊
学校里的趣事， 唤起孩子在学校
的美好回忆。

2.讨论新学期的学习计划 ，
树立目标。

马上开学了， 父母应该适当
把握时间， 早日有意识地帮孩子
把心收一收， 为开学做准备。 其
实， 收心的过程就是让孩子从寒
假放松的生活状态， 过渡到有规
律生活的状态 。 家长无需太刻
意。 家长可以在交谈中让孩子总
结自己去年做得好的地方， 今年
有什么打算， 还可以问问需要提
供哪些帮助。

症状五：春节饮食调整

孩子遇到不顺心的事情脾气
暴躁 ， 有的时候又突然沉默不
语 ， 情绪低沉 。 饭量下降 、 厌
食、 挑食。

收心 “锦囊”： 清淡饮食为
主 杜绝零食

在家里规范一下孩子的学习
时间和作息时间， 让孩子尽快适
应学校充满秩序的学习生活。 稳
定孩子的情绪， 让孩子心情保持
开心和愉快。

节日过后， 家中的饮料、 糖
果等零食应尽快收起来， 不能让
孩子养成每餐喝饮料、 没事就吃
糖的习惯。 对于春节期间进食过
多脂肪、 蛋白质食物的孩子， 家
长要慢慢改变孩子的饮食习惯，
一日三餐合理膳食， 三餐时间要
严格遵循规律。 而对过节期间食
欲差、 没能好好吃饭的孩子， 要
注意调整饮食种类 ， 保证蛋白
质、 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的摄入
量， 以免发生营养不良。

（刘莉莉）

“终于熬过了一冬”， 春天
来临， 不少人把晨练提上了 “议
事日程”， 对于春寒料峭的初春，
晨练很有讲究， 一起看看吧。

血压高晨练前先吃点东西

不少高血压患者喜欢空腹晨
练， 结束后再吃早饭。 其实这样
不科学。

身体内的营养物质经过一夜
的消化吸收， 身体正处于低代谢
阶段， 如果不在运动前得到一些
补充， 那么会很容易引起心脑血
管疾病。

此外， 空腹晨练时， 所需能
量来自体内脂肪的分解， 人体血
液中游离脂肪酸的浓度会增加，
如果蓄积太多， 会使体内的甘油
三酯增加， 引起或加重冠心病及
动脉粥样硬化， 对高血压患者来
说影响尤其大。

但是晨练前也不能吃得过
饱， 否则运动时身体各部位会供
血不足。

血管不好晨练别乱“杠腿”

“杠腿 ” 就是用一条腿站
立， 把另一条腿放在杠子上循环
往复做摩擦的运动， 这种运动并
非适合所有人， 血管有粥样硬化
问题的人长期进行该项运动， 可
能会对腿部静脉造成损害。

下肢静脉一般分为浅表静脉
和深静脉。 浅表静脉位于皮肤表
层， 其功能是收集表浅的血液。
当 将 腿 放 在 健 身 器 械 上 来 回
“杠” 的时候， 小腿后侧的浅静
脉 (小隐静脉) 就容易受到过度
挤压， 进而损伤静脉瓣。

（王静）

春春寒寒料料峭峭
晨晨练练别别太太早早

俗话说的好： 收心不到位， 开学肯定累； 计划千万条， 收心第一条。
不知不觉中， 假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孩子的寒假作业完成得怎样了呢？ 是否能够收收心回归到学习上了呢？ 是否

天天都是起床困难户？ 作为家长， 该怎样帮助学生回归学习状态， 送您一份 “收心” 小锦囊， 让孩子新学期拥有一个新
开始吧。

？？
开开学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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