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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已进入倒计时阶段，每位
同学都在做最后的冲刺。能否利
用好考前冲刺备考时间，升入自己
理想的高中，是每个考生和家长关
注的问题。考生冲刺备考方面要
注重什么？家长如何疏解心理压
力？纵观历年中考，让我们来听听
初三老师和家长们怎么说。

最后冲刺
稳住基础很关键

走进阎良区西安铁一中航空
城分校东校区，浓厚的备考气氛扑
面迎来，教室的课桌上摞满了厚厚
的书本和题册，黑板上写满了复习
的重点知识。

“距离中考还有最后几天的时
间了，虽然复习功课很辛苦，但我
都会给他们鼓劲，针对学习短板攻
克难关，争取能在中考时取得好成
绩。”九年级数学老师李莹说，到了
这个阶段，学生不应该再陷入题海
战术中，应该在基础知识上加强，
查漏补缺，加强知识应用能力的培
养。

“面对中考，要允许自己有失
误的可能。在考试过程中，也不要
以偏概全，认为一门考差了就会影
响所有学科成绩。”李莹说，其实考
场的发挥和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会
影响考试成绩。考生一定要对考

试时间做精细分配，每一科都应该
有自己的答题顺序安排，同时学会
处理考场心理问题。

解焦虑少说教
帮孩子做合理规划

西安铁一中航空城分校东校
区的行政王老师是学校的心理辅
导老师。恰巧她的儿子今年也参
加中考。

作为考生家长，王老师也曾有
过焦虑。但她知道，能做的就是给
孩子提供一个优越的学习环境，在
孩子学习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打扰
孩子。

“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太
高，这就导致孩子出现忧心忡忡的
情况，生怕自己失败。”王老师说，
不要在行动上给孩子太大压力。
其实，在中考前最紧张的是孩子，
他需要的已经不再是家长的督促，
而是在具体学习上的指导和情感
上的支持。建议这个时候，父母多
跟孩子进行情感方面的交流沟通，
而不是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紧紧
不放。同时，家长要多给孩子暗
示，一些积极的暗示会对孩子缓解
压力，带来自信。

“冲刺”中考要念好“三字诀”

阎良区武屯初级中学副校长

吕亚鹏长期从事教学管理工作，而
他也是毕业班的一线代课老师。
谈论起自己的心得，吕亚鹏对记者
说，临近中考，学校和学生要念好

“三字诀”。
什么是“三字诀”？吕亚鹏解

释，作为学校要念好“心”“常”“态”
三字诀。

“心”指学校要重点关注学生
的心理。临近中考，学校的强化训
练，加之天气炎热，家长的格外关
注等因素叠加，会让原本就焦虑的
学生变得更加焦虑，所以学校要尽
可能关注学生的心理疏导，通过音
乐、运动、谈心等多种方式让学生
心理放松，用最佳的心理状态迎接
即将到来的中考。

“常”是坚持学校教育教学常
态，不能临时变化。越是临近中
考，越要坚持常。临时的时间变
化、节奏变化、饮食变化等都会引
起学生的不适，都会影响学生的复
习备考，所以学校必须按照常态，
原来如何进行，现在就如何进行。

“态”指的是态度。临近中考，
学校毕业班班主任和教师要更加
注重教学研究，要千方百计提高课
堂的教学效率；要用好大数据，提
高学生复习备考的精准性；要处理
好试卷，力争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报记者王佳王顺

本报讯（记者 张蓉）6 月 9
日，西安美术学院举办 2021“时
空留痕—开放的西美”毕业展发
布会。发布会由西安美术学院
党委委员、副院长宋晓峰做总体
介绍。

本次毕业展将展出 1500余
名毕业生的作品5000余件，有14
个教学单位，23个专业参展。展
览分为校内校外 2个展区，第一

展区（校内）为美术馆、教学楼、实
验室、校内公共区域，参展教学单
位包括中国画学院、书法系、油画
系、版画系、雕塑系、公共艺术系、
实验艺术系、服装系、史论系、特
殊教育艺术学院。第二展区（校
外）为美苑楼尚，参展教学单位有
设计艺术学院、建筑环境艺术系、
影视动画系。

发布会上，西安美术学院

教务处处长李云集及各院系领
导分别介绍了各自专业领域内
的课程设置、课程特色、策展思
路和专业探索方向及与课程思
政衔接、社会功能衔接的教学
实验成果。

据了解，本次活动现场展览
于今日 10时在西部美术馆 A馆
举行开幕式，展览将持续至 6月
21日，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开放。

西安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今日开幕

本报讯（韩恩强 记者 张婷）6
月 4日，凤翔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
谭振华一行前往宝鸡文理学院，为
该院赠送了“校地携手立德、心理润
心树人”锦旗，以表彰宝鸡文理学院
教育学院罗增让教授心理团队一年
来对凤翔区教育的支持。

从去年 6月开始，罗增让团队
下乡 14 次，走访指导学校 30 多
所、召开座谈会 20多场、作微报告
13场、专题讲座 6场、组织心理教
育专家 14 人次，并深入学校“会

诊”、组织 50场心理主题班会等，
受益学生 2000多名。送教活动服
务凤翔全区家庭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学校管理及教师培训工作，
共培训指导教师 1500 人次，深得
全区师生好评。

座谈会上，谭振华对罗增让教
授团队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敬仰
他们不计得失、无私奉献的崇高品
质，感佩团队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
治学精神，并希望能继续支持凤翔
区儿童心理健康工作。

凤翔教师进修学校为宝鸡文理学院送锦旗

本报讯（阮中华 记者 孟琳）
6月 6日至 7日，商洛市丹凤中学

“学党史·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教育
走进延安，该校高一“鸿志班”全体
师生11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第一站，到达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黄河壶口瀑布。
师生们领略了奔腾汹涌、气势磅礴
的黄河，感受到了不屈不挠、自强
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6月 6日晚，师生们一起观看

了《延安记忆》灯光秀。高科技的
3D灯光艺术再现了文艺青年奔赴
延安参加革命的那段光辉岁月，通
过艺术与历史的再现，让同学们了
解红色革命历史，感受到了今天的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小树立正确
价值观的理念。

6月 7日，师生们先后参观了
延安枣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
馆，体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
艰苦年代的生活与工作场景。一

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朴素的
旧衣物，生动再现了革命前辈艰苦
奋斗的生活和英勇战斗的光辉事
迹。

为期两天的主题教育活动，
让同学们研有所得、学有所获、
游有所感、行有所悟。同学们
纷纷表示，将继承革命先辈们
的遗志，努力为丹凤中学奏响
砥砺前行的号角，成为红色基
因的传承人。

本报讯（记者陈飞波）6月8日，
西安市曲江南湖教育集团少先队第
一次代表大会在曲江南湖小学举
办。共青团西安市委、曲江新区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曲江南湖教育集
团成员校师生代表、优秀少先队员
参加本次活动。

会上，共青团西安市委一级调
研员吴一旻代表团市委向广大少先
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

表示了诚挚问候；大队辅导员冯潇
做了题为《聚焦少先队主责主业 推
动红领巾蓬勃发展》少先队工作报
告，并介绍了本年度曲江南湖教育
集团少先队组织开展的工作。

曲江新区教育局副局长张章宣读
了少工委成员名单。参会嘉宾代表为
少工委委员颁发聘书。随后，吴一旻、
曲江南湖小学少工委主任穆怀宇共同
为曲江南湖教育集团少工委揭牌。

曲江南湖教育集团举办第一次少代会

本报讯（记者史铭）6月9日，交
警雁塔二大队民警一行来到大雁塔
小学西沣分校，为该校颁发了雁塔
区“一盔一带”示范学校牌匾。

活动现场，雁塔区教育局安全
法治教育科负责人朱群乐宣读了
《关于授予大雁塔小学西沣分校“一
盔一带示范校 ”荣誉称号的通
知》。交警雁塔大队安全监管中队
警官方宏达做了交通安全专题讲

座。方警官生动讲解了“一盔一带”
的意义，并倡议大家小手拉大手，坚
持用好“一盔一带”，切实保护自己
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该校校长朱隆表示，学校将持
续开展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特色教
育宣传活动，提高师生安全意识，养
成正确使用和佩戴头盔、安全带的
好习惯，并鼓励大家争当交通安全
宣传员，共建平安社会。

大雁塔小学西沣分校被授予安全示范校

本报讯（记者 赵勇）安全无小
事，抓好安全工作是维护学校正常
秩序，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6月 8
日，西安市碑林区乐居厂小学召开

“关注校园安全 构建人文和谐”安
全工作部署会议。

会上，副校长杨宏伟向全体教
师传达了安全工作会议精神，并组
织全校教师观看了《生产安全事故
典型案例盘点》宣传片。随后，杨宏

伟从加强校内安全管控、全面排查
校园及周围安全隐患,以及做好学
生节假日交通安全提示教育等方面
进行了工作部署。

在总结讲话中，校长周富红表
示，学校将始终以确保校园安全为
目的，从增强师生安全意识，强化学
生安全管理入手，通过明确责任，落
实措施，营造一个安全、文明、健康
的育人环境。

乐居厂小学召开安全工作部署会

本报讯（唐维维 记者 马佩佩
陈逶）6月 9日，石泉县幼儿园与城
关二小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解决
幼小衔接问题”联合教研活动，共话
两个学段拓宽衔接的方式方法，携
手共育成长。

活动以围绕“为何衔接”“如何
衔接”“衔接效果”方面，以“双向衔
接·科学适应”为主题展开讨论。在
教学展示环节，石泉县幼儿园组织

骨干教师展示了大班语言、科学两
节示范课，与会人员研讨了教学内
容在幼儿园和小学的差异，找寻解
决幼小衔接的方法。专题研讨从幼
儿身心健康、生活习惯、学习习惯、
社会准备等方面展开，双方教师就
日常教学中的困惑、体会进行了分
享，对如何有目的、有计划地帮助幼
儿做好入学准备交流了各自学段的
思考与做法，并达成了共识。

石泉县幼儿园开展联合教研活动

“冲刺”中考要念好“三字诀”

学
生
们
在
延
安
革
命
纪
念
馆
认

真
聆
听
红
色
革
命
史

学有所获 行有所悟
丹凤中学“鸿志班”主题教育走进延安

本报讯（记者 卢伟）为提高师
生急救知识和急救技能，减少学生
意外伤害发生，保障师生生命健康
和安全。6月8日，“生命接力”全国
百所乡村学校急救科普公益培训走
进洋县城南学校。

本次培训以理论和实际操作相
结合的形式进行。该校七年级全体

师生认真学习了急救知识，掌握了
基本急救处理常识。本次活动为孩
子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生命安全急救
知识的机会，让全体师生不仅学习
了系统的急救理论，还进行了实际
操作。同时让师生了解到紧急情况
时大家应该做什么，今后如何运用
专业急救常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急救科普公益培训走进洋县城南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