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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小学三年级的成成这个

寒假过得很开心，寒假作业很早

就做好了，春节前妈妈带他去香

港澳门玩了几天，大年初一回来

后忙着去亲戚家拜年，收了一堆

红包，年初六妈妈还带着他参加

亲子聚会唱歌。也许是快乐的日

子总是太短，成成初八返校就差

点迟到，接下来两天更是天天赖

床，爸爸妈妈连番去催他起床，

后来干脆请外婆住到家里来，就

是为了早上叫早。

成成妈妈说，成成平时就有

赖床的小毛病，这几天干脆耍起

了赖皮，外婆的温柔叫早没有

用，只能让爸爸“ 做坏人”，板起

面孔，结果成成哭起来了，大清

早的全家人忙得团团转，就算如

此，成成还是迟到了一会，被老

师批评后一整天心情不好。

[建议]
大人和孩子轮流叫早

说起这两天小学生早上起

不来迟到的情况，闸北区第三中

学心理老师陈来秀挺有同感，她

说，因为大人也才刚刚上班，甚

至有父母孩子一起睡过头的情

况。对此，陈老师给出三个建议：

一、睡前预告；二、美食“ 色诱”；

三、爸爸妈妈要有精神饱满、神

采飞扬的心理场域。

睡前预告，听上去很有趣，

陈老师告诉记者，在具体进行睡

前预告前，父母先这样对孩子

说———“ 首先，要由孩子自己明

确表述：开学了，要早起了。”陈

老师认为，如果孩子对早起有情

绪，家长不要批评。家长应该认

同这种情绪，比如说“ 想到明天

要早起也有点不开心”等，让孩

子不抵触交流。

“ 接下来，家长可以和孩子

聊聊，之前我们早起很顺利啊，

这不是大不了的难事啊，然后就

可以约定第二天叫早形式———

比如大声说早上好，放一段振奋

人心的音乐，对家里每个人说我

很喜欢你，早起必须笑脸迎人，

给 鼻 子 闻 闻 美 味 早 餐 的 味 道

等，同时还可约定由谁来负责

叫早，可以是孩子一天，大人一

天。”陈老师说，睡前预告除了

约定叫早，还可以预约第二天

放学后有趣的家庭活动，增加

孩子起床的动力。记者眼前浮现

出一幅有爱、有趣和温暖的起床

画面，就算家里没有学童的也可

以试试哦。

小学生全家睡过头、高三生不愿去上课⋯⋯

“ 开学综合征”怎么破

小刘是某示范性实验性高

中的高三学生，三个月后就面临

高考了，让小刘父母始料未及的

是，开学好几天了，除了第一天，

小刘都没有去上课，一开始小刘

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但又不愿意

去医院看病，后来又说和同学关

系不好，总之找各种理由不去上

学，在父母的追问下，小刘承认

不想去上学。小刘还对父母说，

咽不下这口气，行为中充满了赌

气的成分。

小刘父母连忙和老师沟通，

老师分析道，小刘可能是觉得自

己的成绩，要进入理想的高等院

校有点难，于是产生了逃避的心

态。小刘父母听了老师的分析更

焦急，原来还能趁着最后三个月

再拼一下，现在孩子反而完全不

在状态，怎么办？

[建议]
情感上认同，行动上纠正

上海市七宝中学心理老师

杨敏毅向记者介绍，寒假后的这

个学期，开学综合征主要表现就

是一些成绩不怎么理想的学生，

因为学校学业压力大而产生逃

避心态不去上学。杨老师分析

道，学期中间一般不会发生这种

情况，但因为放了一个寒假，学

生们要重新开始面对不久后的

高考，尤其是高三，一开学就是

摸底考，于是就不想面对，干脆

就不上学了。“ 其实这些孩子内

心挺痛苦的，他们也知道不上学

是不对的。”

杨老师告诫家长，此时，家

长一定要把握好帮助孩子的分

寸，“ 第一，家长一定要感觉感

受到孩子此时的心情———那种

难受、压力、恐惧，要和孩子有同

感。第二，要给孩子一些在理解

基础上的帮助。”

杨老师说，这种情况下可

能有两种极端的家长，一种是

孩子假如不去上课，轰都要把

他轰出去，但这样的话孩子会

觉得父母不理解自己的痛苦心

情；第二种家长是随便孩子怎

么样，不关心，这种情况下孩子

也会失望，因为孩子还是期盼

父母的关注和帮助。杨老师认

为，家长在情感上要认同孩子

的感受，但行动上要给孩子帮

助，比如现在学校都有心理老

师，建议孩子和老师聊聊。总

之，家长既不能一味批评孩子，

也不能放任不管。

小学生哭闹不肯起床

高三学生逃避上课

青年报 徐红清

本报讯 日本，因其路程较

近，费用相对低廉等原因，越来

越受到中国留学生的青睐。那

么，201 5年，日本留学政策有哪

些新变化呢？

一、逐渐放宽的签证新政策
近年来，由于日本的少子高

龄化现象，这让日本很多大学都

出现了生源短缺的现象，生源短

缺从客观上给国内的优秀学生

提供了更大的升学空间，而日本

通过接收外国留学生从而更好

地应对少子高龄化现象，抢占世

界优秀人才的政策也正在帮助国

内留学生铺平留学道路。上海新

东方日语部赵明阳主管表示，以

往申请日本留学对语言能力有要

求，但从201 4年4月开始，这一项

已没有明确要求，对于正规中国

中高等教育以及在不超过适当的

空白期之内申请的学生，只要求

有日语学时证明就可以了。

随着日本签证政策的变化，

重点也由审查“ 经济材料”转为

审核“ 学习能力”。尽管如此，日

语水平也仍然是成为申请日本

留学签证的重要考量因素。日本

的入国管理局，在日本是分地区

的，东京，大阪，福冈等都有自己

的入管局审查标准。每个地区，

对于留学生的审查标准不同。日

本针对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每年

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获签率和拒

签率。审查的几个要项：学历、日

语、经济。在同等条件下，能不能

提交出日语能力考试分数，哪类

获签概率更高不言而喻。

另外，申请直接进入专业课

的学生，根据选择学校层次不

同，日语能力的要求也有所不

同，部分学校还将采取网络面试

等方式来测试日语水平与专业

水平，赵明阳主管建议想要留学

日本的同学抓紧时间学习语言。

二、汇率变化和奖学金政策
近期日本经济政策变化，日

元贬值明显，而日本留学学费并

未做大幅度调整。日本文部省对

私费留学的外国留学生的支持

力度很大，无论是国公立还是私

立学校，只要学习能力及态度得

到肯定，几乎所有留学生都可申

请学费减免或全免。

就生活费而言，只需每年比

国内多2-3万元的生活费，就可

完成学业，经济成本的降低，客

观上为更多的留学生提供了基

本条件的保障，此时选择日本留

学，从家庭经济支付角度是个千

载难逢的机遇。

三、日本留学趋势展望
上海新东方日语部赵明阳主

管给201 5年准备日本留学的同学

做了如下建议：如果想在201 5年

申请日本学校，应该在保持自己

大学平均分、考取日语1 级水平

的前提下，尽早准备英语托福考

试，参与学术研究活动等。

由于今年申请法学、理工类、

金融类、医药类等专业的人数明显

上升，动漫、游戏、设计类的学生也

越来越多，会直接加大这些专业的

201 5年申请竞争。因此建议有意

留学日本的学生，要尽早申请。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近日说，

我国将从五方面推动学校美育

工作，努力实现学生在校期间能

够参加至少一项美育活动，培养

一两项艺术爱好。

袁贵仁在教育部3月2日下

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学校艺术

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美育是心

灵的教育，是提升一个人、一个

学校、一个社会基本素质的重要

途径。要深刻认识加强学校美育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强烈的责

任感使命感，以更加自觉的行

动、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快推动

学校美育工作明显改观。

袁贵仁强调说，201 5年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推动学校

美育工作要重点抓好5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构建科学的美育课

程体系，开齐上好美育课。要构建

以艺术教育为主体、大中小学相

互衔接、课内课外相互联系、校内

校外相互促进的美育课程体系。

保证各级各类学校美育课时。

二是创新活动内容与形式，

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参与美育活动。

要将课外美育活动纳入教学计划，

建立学生课外艺术活动记录制度。

努力实现学生在校期间能够参加

至少一项美育活动，培养一两项艺

术爱好。活动内容要贴近校园生

活，为学生所喜闻乐见。

三是加强区域内统筹力度，

多渠道解决美育师资短缺问题。

要努力配齐配好专职美育教师，

重点补充农村、边远、贫困和民

族地区学校教师。“ 国培计划”

增加美育教师培训比例。充分依

托高校、艺术院团、艺术家、民间

艺人等多方力量。

四是整合各类教育教学资

源，形成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

的合力。要联合和依托各级文化

部门开展“ 结对子种文化”活

动。指导学校充分利用当地各种

文化艺术场地资源，开展艺术教

学和实践活动。充分利用网络资

源，建立开放灵活的艺术教育资

源共享平台。

五是建立评价制度，促进学

校美育科学发展。要建设一批学

校美育改革实践基地，开展中小

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建立中小学

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公示制度

和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制度。 据新华社电

2015年日本留学新政策

学生在校期间
至少参加一项美育活动

案例!

案例"

“ 当我第一次知道要开学的时候，其实我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呀
⋯⋯你不能叫我开，马上开⋯⋯”寒假duang一下过去了，今年上海的中小
学生大年初九就开学了。一下子从春节进入学习的节奏，就是大人也会有

“ 节后综合征”，开学综合征又如期上演了。那么，家长们该如何帮助孩子尽
快克服开学综合征呢？记者向两位深谙青少年心理的老师讨教了一些有用
的经验，家长们不妨一试。 青年报记者 郭漪

余儒文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