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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浩特市职教中心
让十九大精神在学生心中生根

(1)经常与孩子在一起，陪孩子
玩，听他说话，一起画图，看故事书，逛
街等，形成亲密和谐的关系。
(2)对于孩子的要求，家长不要
轻易说不，一旦说出就要兑现。
(3)当孩子情绪失控时，可以适
当地忽略孩子的哭闹行为。 如某孩子掐
自己的手试图引起家长注意，家长可装
着没看见， 不表现出心疼， 不哄劝、妥

●培养快乐孩子的 10 个小细节
(1)鼓励孩子多运动。 动态生活可
以适度舒缓压力与情绪， 并且让孩子
喜欢自己，拥有较正面的身体形象，并
从运动中发现乐趣与成就感。
(2)常常拥抱。 轻轻一个拥抱，传达
的是无限的关怀，温柔的抚触拥抱，可
以让宝宝变得较健康、较活泼，情绪也
较稳定。
(3)给孩子随性玩耍的时间。 父母
要避免将孩子的时间塞满各种活动、
课程。 一些无所事事， 随性玩耍的时
间， 能让孩子的想像力无拘无束地发
挥，让他们可以悠闲地看蜘蛛织网、研
究萤火虫如何发光……以他们自然的
速度去探索他们所好奇的世界。 也许，
有时家长你也该放慢脚步， 抛开你的
行程表，跟着孩子的节奏享受生活。
(4)确保孩子吃得健康。 健康的饮
食，不仅让孩子身体健康，也能让孩子
的情绪较稳定。 不论是正餐或点心，尽
量遵循健康原则，例如：低脂，低糖、新
鲜、均衡等。
(5)用心聆听。 没有什么比用心聆
听更能让孩子感受到被关心。 当孩子
对你说话时， 尽量停下你手边正在做
的事情，专心听他讲话。 要耐心听孩子
说完话，不要中途打断、急着帮他表达
或是要他快快把话说完， 即使他所说
的内容你已经听过许多遍了。 陪孩子
去上学途中或哄孩子上床睡觉时，是
最佳的倾听时刻。
(6)教导孩子关怀别人。 快乐的孩
子需要能感受到自己与别人有某些有
意义的连结，了解到他对别人的意义。
要发展这种感觉， 可以帮助孩子多与

◎ 全媒体记者 宋锐峰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2 月 8 日上午，乌兰浩特市职教中心会议室开展了以党员教师及
盟、市两级关工委代表参加的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 我的使命”主题活
动。 学习结束后，与会人员分批深入的乌市职教中心各个班级，参加了以十九大
精神为核心的主题班会。
学习活动中，著名关工委教育工作者沈明杰老先生结合当前工作实际，深入
浅出的作了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心得体会报告，赢得与会人员的阵阵
掌声。 该校此举旨在推动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学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各班全体同学在主题班会上，全体起立诵读十九大主题精神语句，学生代表
积极发表了他（她）们的学习感悟。 经过深刻的学习和思考，各班学生们都对十九
大精神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校方表示， 此次主题班会一方面是提升学生自身对国家新矛盾等相关国家
问题的理解和感想，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将其与自身学业这一实际境况结合起来，
更应该认清自己身份的重要性，积极学习和弘扬十九大精神，从我做起，严格要
求自己，用实际行动影响他人，带动更多的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
奋斗。

●教会孩子管理情绪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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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避免今后他一旦犯错就以伤害自己
来赢得别人同情的失常行为。
(4)教孩子宽容待人，也宽容自
己的心灵， 不对自己和他人过于苛求。
把目标和要求定在自己可能达到的范
围内，自然就会心情舒畅了。
(5)教给孩子合适的释放愤怒
的方法：找父母、老师、知心朋友说说自
己的苦恼； 或找个无人的地方大哭一
场，高声喊叫；到空地上踢球；把要说的
话写在日记里等等。

◎马文举（主编 ）
他人接触。 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整理一
些旧玩具，和他一起捐给慈善团体，帮
助无家可归的孩子。 也可以鼓励孩子
在学校参与一些义工活动。
(7)教导他解决问题。 当孩于发现
他有能力解决面对的问题， 就能带给
他们快乐与成就感。
(8)放弃完美主义。 事事要求完美，
会减弱孩子的自信心与勇气。 当你忍
不住急着帮孩子把事情做得更好时，
不妨先想想看：“这件事跟健康或安全
有关吗？ ……想象 10 年之后，这件事
还有这么严重吗？ ”如果答案是 No，那
么就放手让孩子去做吧。
(9)激发孩子内在的艺术天份。 让
孩子接触音乐、美术、舞蹈等活动，可
以丰富孩子的内心世界。 当孩子随音
乐舞动、或是拿着画笔涂鸦，其实都是
孩子在抒发他内在世界、 表达情感的
方法。 孩子喜欢画画、 跳舞或弹奏乐
器，也会对自己感到比较满意。
(10)有创意的赞美。 当孩子表现很
好时，不要只是说：“很好。 ”赞美要具
体一些，说出细节，指出有哪些地方让
人印象深刻，或是比上次表现更好，例
如 ，“你 今 天 有 主 动 跟 警卫 伯 伯 说 早
安，真的很有礼貌。 ”不过，赞美时也要
注意，不要养成孩子错误的期待。 有些
父母会用礼物或金钱奖赏孩子， 让孩
子把 重 点 都 放在可 以 获 得 哪 些 报 酬
上，而不是良好的行为上。 父母应该让
孩子自己发现， 完成一件事情所带来
的满足与成就感， 而不是用物质报酬
来奖赏他。

●教会孩子管理情绪的方法
(1)经常与孩子在一起，陪孩子玩，
听他说话，一起画图，看故事书，逛街
等，形成亲密和谐的关系。
(2)对于孩子的要求，家长不要轻
易说不，一旦说出就要兑现。
(3)当孩子情绪失控时，可以适当
地忽略孩子的哭闹行为。 如某孩子掐
自己的手试图引起家长注意， 家长可
装着没看见，不表现出心疼，不哄劝、
妥协， 避免今后他一旦犯错就以伤害
自己来赢得别人同情的失常行为。
(4)教孩子宽容待人，也宽容自己
的心灵，不对自己和他人过于苛求。 把
目标和要求定在自己可能达到的范围
内，自然就会心情舒畅了。
(5)教给孩子合适的释放愤怒的方
法：找父母、老师、知心朋友说说自己
的苦恼；或找个无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高声喊叫；到空地上踢球；把要说的话
写在日记里等等。
(6)引导孩子转移注意力：当遇到
不顺利的事情或与别人发生矛盾时，
可先放一放再说。 可以参加一会儿体
育锻炼，听听音乐，看看电视，下下棋
等，这些活动有利于减轻心理压力。
(7)创设安静的休息环境，学会放
松：在安静的环境下，深深吸气，缓缓
呼出，反复多次。
(8)学会积极的自我暗示，如经常
“这事还能坏到什么地
对孩子说：
步？ ”“坏事结束了，该来好事了。 ”“他
们嘲笑你，别生气，你可以做得更好，
让他们看看。 ”
(9)培养孩子幽默感：看幽默画、小
品，听相声，说一说笑话、趣事，使孩子
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

●指导孩子运用微笑的 7 个方法
(1)从自觉运用开始。 如果你过去
没有自觉到这一点，今天就要建立这个
自觉。 我们绝不做不会微笑的老虎、豺
狼、野马和野牛，我们要做智慧的人类。
(2)早晨起床后，面对镜子浮出一
个微笑。
(3)做任何事情之前，面带一个微
笑。 无论是学习、作业、上学、会朋友、
交际，面带一个微笑，哪怕这个微笑是
给予自己的。
(4)感到紧张时，给自己一个微笑。
每一次实践结果有了收获， 就会增加
自己运用微笑的自觉性， 和运用微笑
的那种喜悦与兴趣。 当你迈进考场时，
要给自己一个微笑； 当你在人际交往
中遇到比较重要的场合，遇到难题时，

要给周边环境一个微笑。
(5)晚上睡觉时，给自己和周围的
环境来一个微笑， 让自己带着笑意进
入梦乡。
(6)让身体各部位都微笑起来。 不
仅可以训练面部微笑， 如果通过我们
的想象力，我们的胃部、我们的胸部、
我们的腹部，甚至说一句笑话，我们的
臀部也会微笑。
(7)寻找生活中的榜样。 在生活中
遇到这样或那样的老师、长者、同学和
朋友， 他们的微笑让你感到亲切、适
度，让你感到喜悦、温暖，让你感到美
丽、潇洒和自在，他们的微笑一定有你
可以学习、参考的地方，那么，请你把
他们当做微笑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