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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教育
XIANDAIJINBAO

/广告

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员 王永辉）近日，
正始中学440名高二学生在东钱湖进行环湖拉
练。据悉，这是该校从2012年开始就有的“传统
项目”，迄今已坚持了8年。学校希望通过活动，
强调锻炼体魄、磨炼意志和锤炼团队的重要
性，并且感受家乡新变化，今年还特别增添了

“诗意韩岭”环节。
据了解，环湖路线全程大约27公里，从学

校出发，途经鄞城大道，过郭家峙后往柏悦酒
店方向行进至小普陀景区，绕半个东钱湖一圈
后，一般在马山湿地稍作休整，再从郭家峙原
路返回。

今年环湖拉练的主角是正始中学2018级
高二学生，因为恰好碰到低温天气，又遇路线
上的道路维修，拉练队伍只能绕行，行程较以
往多了4公里，平添几分艰辛。

活动当日上午7点，440名高二学生在学
校体育馆集合，携面包、饼干和水整装出发。一
路上，同学们分两路纵队整齐行进，各班唱着
整齐的歌大步向前。途经村庄和东钱湖景区
时，同学们良好的素质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赢得行人的连连称赞。
中午11点半，队伍到达本次拉练行程的新

休整地——韩岭老街。今年10月才对公众开放
的韩岭老街，为活动增添了新元素。以“感受明
清集市商业繁荣，体验水乡古村民俗风情”为
主题，学校在学生休整时，不忘让孩子们感受
家乡的新变化。

下午1点返程，3点半到校。8个小时，31公
里，虽路途艰辛，但同学们状态饱满，尽量坚持
走完。据介绍，学校派出的保障车一直跟在大
部队后，全程没有一名同学提出乘车要求。行
进中，感人场面不断出现：有学生实在走不动
了，就由同学搀扶着向前，相互加油打气；有女
生坚持不了，就由男生背着前行，背一段走一
段……整个行程中，学校体育组教师在每个路
口为队伍疏导交通，各班的班主任及部分导师
陪同学生走完全程。

“每年的环湖拉练都给师生留下深刻印
象。”正终中学教师称，拉练虽结束了，但人生征
程依然向前，相信一次艰辛的活动，会让学生对
求学和人生的道路产生更加深刻的感悟。

孩子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该怎么办？
这些举措让曙光中学获评省心理健康教育示范点

“我宣誓，在生命的每一天，
我们要永远珍爱生命，尊重生
命，欣赏生命……无论发生何种
困难，永不放弃生的希望。在短
暂的人生路上，保持乐观的态
度。去奋斗！去拼搏！努力创造人
生的辉煌，享受人生的幸福！”12
月 9 日早晨，暖暖的阳光驱走了
初冬的严寒，在曙光中学的操场
上，传来一阵阵少年们激昂的宣
誓声。这里正在举办曙光中学第
16届“珍爱生命 健康生活”暨大
型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的启动
仪式。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丁佳薇 王丹春

活动现场，学校组织了两场颇具趣
味的团体心理活动系列游戏，分别是“无
敌风火轮”和“爬行毛毛虫”。

游戏前，孩子们飞快地凑在一起讨
论着制胜的策略；游戏中，大家齐心协
力，“一二一二”喊着口号，保持着身体的
稳定和前进的速度。虽然整个过程中，有
些班级步伐会被打乱，甚至有“散架”的
风险，但孩子们红扑扑的脸颊上，都露出
了最真心的笑容。

孩子们在游戏中逐渐培养起了团结
协作精神，与此同时，名为幸福感、成就
感和满足感的情感正悄悄地洋溢在他们
的心中。

活动期间，学校安排了面向老师、家
长的活动，比如面向教师群体开放《萨提
亚模式下的家校良性沟通》的心灵讲堂，
以及面向家长开展《如何识别孩子心理
危机状态》的沙龙活动。

升学的压力、学校环境的变化……
如果没有及时疏导，都有可能导致一些
孩子出现心理问题。

“个体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适
应新环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适应的关
键是内部心理活动的自我调节。”该校心
理导师王丹春说，如果学生存在适应问
题，首先要帮助学生了解环境，针对变化
的环境对自身做出调整。同时，要接受环
境，改变自己对环境的消极看法。在接受

的同时，调整自己去顺应环境。如果学生
存在情绪困扰，首先要鼓励学生加强体
育锻炼，运动在改变不良情绪、振奋精神
方面有较好的效果。此外，进行适当的情
绪宣泄、引导学生阅读课外书籍，或钻研
他们的业余兴趣爱好，都能有效转移不
良情绪。

据悉，为了营造积极主动的心育氛
围，全面推进心理健康工作。自2018年9
月起，该校改建升级了两年的心理发展
中心投入使用，并成功创建《浙江省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标准化达标学校》《宁波
市规范化心理辅导室》。学校引入专职
心理教师，将传统的心理课、个别咨
询与团体辅导、专题讲座、心育研
讨、家长微沙龙、心理活动周（月）
等形式渗透到学校的全部工
作，进而挖掘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的价值。今年 12 月 5
日，曙光中学接到浙江省
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
心通知，该校发展中
心已顺利通过心
理健康教育示范
点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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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始中学连续8年
组织学生环湖拉练

31公里 8个小时
没有一名学生上“保障车”

同学们在草场上做游戏同学们在草场上做游戏。。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学生们在环湖拉练学生们在环湖拉练。。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