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寒假被延长，同学
们却高兴不起来怎么办？青年
报记者从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
育与咨询中心获悉，公众号“深
夜树洞”栏目最近收到某高校一
名非湖北籍大学生的求助咨询，
中心副教授姚玉红为此解疑释
惑。“爱会让我们柔韧，工作学习
也会让我们坚强”，她建议，那些
因为期待开学而产生恐慌烦恼
的同学们在适度关注疫情信息
的同时，更要用“无菌”方式保持
基本的日常社交。

寒假延长引发的担忧
源自“不确定感”

姚玉红发现，面对寒假延
长，一时之间，有些同学第一反
应好像有点小小的高兴和轻松，
但很快就有了担心、忧虑、莫名

的沉重，再后来就开始各种琢
磨。分析来看，主要原因首先是
假期延长的代价比较令人惶恐，
其次是“不确定感”。这恰恰是
挑战个体内心安全感的最大因
素之一。

“如果现在让你开心不起来
的最大原因是缺乏对疫情、对开
学等未来未知事宜的不确定感，
即一种‘悬而未决’的感觉最折
磨你，那么首先，你要和我一起
表扬自己是个稳妥和靠谱的人，
对未来总有高于常人的机敏和
预防，另一方面为那个实在有点
磨人的‘不确定感’做点什么。”
姚玉红如是指出。

适度关注疫情信息
“无菌”方式保持基本社交

为此，姚玉红建议同学们，
适度关注疫情的相关信息，发
达畅通的网络信息众说纷纭，

可以正反两方面的信息都了解
点，但不要搜集太多，建议关注
3 个左右靠谱的信息来源就
好。“要保持自己能得到及时、
客观而不片面的信息，否则信
息太多太杂会困住自己的感知
和思考范围。”

“尽量通过网络、电话等‘无
菌’方式保持基本的社交”，这是
姚玉红给出的第二个建议。在
她看来，最好是有语音通话的交
谈部分，这种接触形式会更有真
实和亲密感，继而减少物理空间
隔离带来的孤独感。

“爱会让我们柔韧，工作学
习会让我们坚强。”姚老师宽慰
所有“期待开学的小慌同学”，适
当的焦虑很正常，也是特殊时期
的警惕反应，但也请让我们一起
试着信心满满地等待疫情的平
息，顺带建设一下生命无常变化
中的“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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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做“两操”
少先队员成父母的老师

王怡人是上海市天山初级
中学的少先队员，这个假期“加
量”了，她重新安排了每日计划，
上午上网课，中午吃完饭后帮父
母洗碗做家务，下午看会课外
书，并完成家庭作业。晚饭前看
电视，了解与疫情有关的新闻。

自2月5日起，她在计划中
又增加了做“两操”，上午10点和
下午2点，认真做眼保健操，上午
10点半做广播体操。

王怡人做得认真，感觉就像
回到了学校上课，她还拉上了在
家办公的父母一起运动。她说，
特殊时期，作为少先队员，唯一
能为祖国贡献一点力量的就是
待在家里不出门，宅在家更需要
运动，“我教爸爸妈妈广播操的
动作，他们也敦促我认真做眼保
健操，保护视力。两操虽然简

单，但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
人负责。”

父亲王先生说，女儿做广播
操的时候，就是全家一起运动的
时刻，他现在已经学会了中学生
广播体操，“孩子久坐不动不好，
一直看电子产品也影响视力，两
操能让孩子运动起来，既提高抵
抗力，也能保护视力。每天坚
持，用饱满的精神状态和积极的
心态迎接开学的那天。”

学校大队辅导员郭天林介绍，
全校四个年级24个中队都积极开
展了居家做“两操”，很多家长跟着
一起做，成了自家娃的“乖学生”。

作为体育教育专业体操专
项毕业的大队辅导员，郭天林还
承担了录制中学生广播体操的

“重任”，一共8节操，长约4分30
秒，郭天林在家打开手机，一气
呵成录制完成，标准的动作让少
先队员足不出户也能得到指导。

少先队员居家做“两操”，迎

接新学期，这一号召由上海市少
工委发出，全市少先队员第一时
间行动起来。

长宁区少工委表示，做“两
操”受到了少先队员们的欢迎和
喜爱，全区47所中小学近万名少
先队员积极参与，形成了“练一
练、晒一晒”的氛围。

专家有指导
录制视频示范正确动作

市少工委表示，假期容易造
成青少年的近视和肥胖，特殊时
期也不能进行户外锻炼，不少家
长担心孩子视力下降，体重上升。

基于此，市少工委在 2 月 5
日发出倡议，倡议全市少先队员
居家做“两操”，迎接新学期。

为方便少先队员做“两操”，
市少工委在喜马拉雅平台“萌动
上海”账号上推出眼保健操及广
播体操音频，供少先队员免费在
线或下载使用。

之后应广大家长要求又加紧
制作了视频版，除了上海市天山
初级中学大队辅导员郭天林录制
了中学生广播体操外，来自上海
市嘉定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中队
辅导员柴梓、上海市金山区朱泾
小学中队辅导员陈洁也分别录制
了眼保健操和小学生广播体操，
为少先队员示范正确动作。目前
视频也已经登录“学习强国”APP。

据悉，“萌动上海”微信公众
号围绕居家做“两操”，至今已经
推出了四期推送。在喜马拉雅
平台上线的节目，总播放量已近
50万，受到用户热捧。

目前，全国少工委已经向全
国推荐了居家做“两操”，迎接新
学期的活动。 市少工委表示，
下一步他们还将请专家为队员
们讲解护眼的重要性，力争在开
学前，让少先队员们视力不下
降，体重不上升，做新学期最健
康的崽。

今年春考框架不变
各环节延期约三周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市
教育考试院最新消息，2020年
上海市春季考试招生的总体框
架保持不变，仍然保持“统一文
化考试成绩+院校自主测试成
绩”模式。对填报春招志愿的
考生，由于疫情期间无法进行
院校自主测试，经春招试点院
校协商一致，并报市教委批准，
院校自主测试成绩均以150分
计入，最终以“统一文化考试成
绩+院校自主测试成绩”的高低
作为春招的依据，参考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信息，进行录取。
市教育考试院强调，此方案仅
在2020年春招中执行。

市教育考试院表示，除延
期和改变防疫要求不允许的环
节做法外，总体框架基本维持
不变。即考生仍可填报两个独
立志愿；优秀者仍可获得两个
录取机会，并择一确认。与此
同时，所有工作环节均做适当
延期。各环节延期时间约三周
左右。据悉，各院校将于 2 月
28日前公布修改后的春季招生
章程。

主要时间安排

1.春招网上咨询，延期到3

月7日进行。

2.志愿填报延期到 3 月 9

日、10 日进行。填报方式仍为

网上填报，各区招办、各中学要

加强对考生的心理关怀和志愿

填报指导。

3.各招生院校公布自主招

生校测资格线、校测时间和地

点，延期到 3 月 11、12 日进行。

各招生院校只需公布入围资格

线（即原自主校测线），因校测

环节不再进行，故不再公布校

测时间和地点。

4.原定 2 月 29 日、3 月 1 日

进行的各招生院校自主校测

不再进行，院校自主测试成绩

以 150 分计入，以“统一文化考

试成绩+院校自主测试成绩”

的高低作为春招的依据，参考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进行

录取。

5.各招生院校网上公布自

主校测成绩延期到3月23日进

行。内容由自主校测成绩改为

录取资格审核结果。

6.各招生院校网上公示预

录取和候补录取资格考生名

单，延期到 3 月 24 日至 30 日进

行。

7.3 月 9 日前，各院校公布

资格审核办法。

8.原定 3 月 11 日至 13 日

进行的预录取或候补录取考

生到相应高校进行专业信息

登记工作，延期到 3 月 31 日

至 4 月 2 日进行，并取消到校

信息确认登记做法，改为网上

确认。

9.各招生院校发放预录取

通知书，延期到 4 月 3 日起进

行。

少先队员拉上父母一起做眼保健操和广播体操

居家做“两操”健康身体迎开学

由于寒假延长及期待开学而感到恐慌烦恼

专家建议：做一盏桔灯，用爱铸就心理防线

怎样让宅家的我们能够成为
最好的自己，给自己最好的心情？
对此，上海中医药大学心理咨询与
发展中心就疫情心理防护邀请中
医药专家共同开发了一套“澄心息
虑”的本土疗法。

此外，IFPA国际认证芳疗师、
上海中医药大学产学研办公室对
外合作部主任郑晓红推荐了一个
最简单易学的办法：亲手做一盏小
桔灯，许一天好心情。

“当我们还在迷茫时，就用身
边最常见的柑橘类水果，为自己做
一盏冰心奶奶著作中的‘眼前有无
限光明的小桔灯’吧，相信一切一
定会好的。”郑晓红说道。

“按揉攒竹穴，按压
睛明穴……”“第三套全
国中学生广播体操舞动
青春现在开始……”在上
海市天山初级中学少先
队员王怡人家里，每天都
会响起眼保健操和广播
体操的音乐，她拉上父
母，一起做“两操”。

全市少先队员也和
她一样，积极响应上海市
少工委的号召，疫情当
前，居家做“两操”，让视
力不下降、体重不上升，
做新学期最健康的崽。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全市少先队员积极响应上海市少工委号召，与父母
一起居家做“两操”。 受访者供图

亲手做一盏小桔灯
许一天好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