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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0日讯“手腕上
有三四道明显的划痕。”新学期
进入第一周， 当不少孩子正沉
浸在开学的兴奋中时，17岁的
小琳（化名）却因无法适应新学
期的压力， 选择割腕自杀，所
幸，被家人及时发现，才避免了
悲剧发生。 记者从湖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了解到， 开学前后该
院儿少心理科的接诊率明显上
升，除了割腕自杀，更有甚者还
喝农药。

“妈妈，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读高二的小琳是衡阳人，
来医院时， 她默默地跟在母亲
身后，始终低着头，情绪低落。
小琳的妈妈介绍， 从高一上学
期起， 发现小琳开始出现了问
题，上课不能集中精力听课，学
习成绩下降，不喜欢和老师同学
交流， 只要一呆在人多的地方，
就莫名的焦虑、烦躁和发脾气。

“我们一直以为是高中课
业压力大。” 小琳妈妈周女士
说，今年读高二时，还特地给女
儿换了所学校，想改变下环境。
出乎意料的是，入学第三天，小
琳哭着打电话回家，“妈妈，我
实在是读不下去了， 也撑不下
去了！”电话里，小琳一直在哭，

甚至表现出了想死的念头，于
是父母赶紧把她接回了家。

没想到，第二天，小琳在家
里还是做出了割腕自杀的过激
行为。所幸，被家人及时发现，
才避免了悲剧发生。

开学首周
8名小患者无法坚持上学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儿少
心理科马静博士介绍，小琳在1
年前就出现了心情差、紧张、睡
眠差等情况， 成绩的下降与情
绪有很大关系。

“很遗憾的是，家长并没有
重视， 总认为是高中学习压力
大， 孩子不懂事， 直到这次开
学，出现了意外，才送到医院。”
根据小琳的症状及相关检查结
果显示， 马静认定她极有可能
在一年前就患上了“抑郁症”。

马静说，仅开学第一周，医
院儿少心理科收治了8名因抑
郁症、 精神分裂症等相关心理
疾病而无法坚持上学的小患
者，年龄集中在12—18岁，以上
初中和高中的孩子居多，其中，
出现割腕、 喝农药等自杀自残
行为的患儿就有4名。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徐珊

湖南大学的新生已经开始
军训了， 考虑到军训期间运动
量较大， 大家的服装比较容易
破损， 该校青年志愿者协会特
意设立了一个“军训裁缝铺”。
“学长， 我的裤腰带开线了，麻
烦你帮我缝一下。” 在现场，记
者发现，这个“裁缝铺”的“头号
师傅”居然是一名藏族小哥哥。
他叫白马旺扎， 是湖大土木学
院的大二学生。

虽然是名男生， 但白马旺
扎的针线活却超过绝大部分女
生，针脚整整齐齐，完全看不出
有“补丁”；缝补好破损的地方
后， 他还会对其他容易破的地
方进行加固。这样的心灵手巧，
是如何练就的？ 白马旺扎告诉

记者， 自己12岁就离开家乡西
藏日喀则来内地求学， 因此很
小就学会了各种家务活。 这个
假期，得知学校“军训服务站”
招募会针线活的志愿者， 白马
旺扎立马报名：“我的求学生涯
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 所以也
希望能够尽力去帮助别人。”

军训服务站的负责人胡雪
薇告诉记者， 军训服务站在湖
南大学已经设立了十几年，但
是“军训裁缝铺”是三年前才启
动的项目，反响很好，缓解了新
生的尴尬。军训期间，服务站还
设有免费取水处、应急服务处、
校园宣传资料发放点等， 近千
名志愿者为新生服务， 极大方
便了新生军训。

孩子早教怎么做？
专家来支招

本报9月10日讯 智力正常，
但身体功能发育比同龄人慢的孩
子，可以通过早教来进行“催发”。9
月9日， 省妇幼保健院首批早教班
宝贝毕业，说话迟缓的孩子经过一
段时间早教， 变成了伶牙俐齿的
“小话痨”。家长怎样带孩子上早教
课？听省妇幼专业护师怎么说。

“孩子成长离不开父母的有
效陪伴，通过早教班让家长和孩
子进行亲子互动，增进感情带动
孩子各方面的发展。” 省妇幼保
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护师何
满芬表示，智力正常，但身体功
能发育比同龄人慢的孩子，可以
通过早教来进行“催发”。

3-5个月：亲子技能课程
课程通过对宝宝感觉器官

的刺激输入，积极引导宝宝利用
视觉、听觉、触觉等的体验，去认
识和探求周围的世界，同时培养
良好的亲子感情。
7-36个月：亲子综合课程

通过生动有趣、富有感觉刺
激的游戏来提升宝宝手眼协调、
大肌肉运动能力和语言能力。完
成坐、爬、走的过程。

通过游戏、美术、音乐等多
种形式的活动来促进儿童视、
听、说、动及大脑协调综合能力，
帮助宝宝学会掌握基本生活技
能、情感表达和社会能力。
18-36个月：亲子音乐课程

通过充满活力的音乐、丰富
的视觉、听觉刺激，配合身体的
动作、 手势来让宝宝体验音乐、
表现音乐。 开发宝宝的音乐潜
能，促进宝宝的动作能力、智力
和社会能力的发展。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黄欢

看湖南各大高校“花式迎新”
藏族学长当“裁缝”、APP远程报到、父母写明信片……

这个周末是湖南多所高校新生开学的日子。一拨
又一拨“萌新”们带着梦想和憧憬，迈入了大学校园。
而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高校也使出“浑身解数”，用
各种方式送上来自校园的第一声祝福和问候。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毛丹 周思悦

9月10日， 中南林科大，一
群高年级的学长奔走于各个军
训方阵中，将400多张承载着新
生家长深情关爱的校园明信片
逐一送出。

新生报到期间， 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在家长休息区开展了
“邮你·更美好”活动。新生家长
可以在学校免费提供的校园明
信片上写下想对孩子说的话，
投入现场摆放的邮筒内， 学生
工作部统一收集整理后， 在军
训期间逐一送到新生手上。

在等待孩子自行完成报
到手续的过程中，不少家长来
到活动现场， 精心挑选一张校
园明信片，然后端坐在桌前，一
笔一划地写下对孩子的祝福与
嘱托。

“大学是青春激昂的四年。
用好时间充实自己，为今后的
骄傲做准备！ 记得我的名言：
欠的总要还！” 该校政法学院

法学专业1班李同学的父亲在
明信片上写下对孩子的寄语
后， 还不忘郑重地签上自己的
大名……其他一些新生的父亲
也都侧重于对孩子提出要求，
严厉中饱含期望。

相对而言， 妈妈们的留言
里则更多流露出表达关爱之
情。“孩子， 记住爸爸妈妈永远
爱你！努力、自信，妈妈相信你！
有困难记得回家。”“儿子，希望
你学好本事，把自己变得强大，
妈妈在家等你好消息！”……

该校商学院的王同学收到
母亲写的明信片时既惊喜又感
动，“平时妈妈很少向我这么直
接地表达爱， 这是我第一次看
到妈妈写‘爸爸妈妈永远爱
你’。”“军训挺辛苦的， 收到这
张明信片我更想家了， 不过我
不能让妈妈失望， 一定要像她
希望的那样‘做一个勇敢快乐
的美少女’！”

开学报到， 人山人海排长
队是最常见的画面， 但长沙理
工大学今年的迎新却搭上了
“互联网+” 的快车———远程报
到、自选宿舍、一对一志愿者、
非税移动缴纳平台等， 让大学
新生不必穿梭在各个报到点的
人山人海里， 不必拖着繁重的
行李寻找宿舍楼， 不必在宿舍
楼下排队领取生活用品。 大家
笑言， 这是最安静的一种迎新
方式。

8月23日，“掌上长理”APP
已正式对新生开放。目前，已有
超过95%的新生通过“远程迎

新自助服务系统” 进行了远程
报到注册。 来自安徽的新生朱
敏坐在家里就完成了个人信息
采集、 到校方式、 入学教育测
试、 选择宿舍床位等入学事
宜。值得一提的是，与往年学
校统一安排宿舍，新生可以在
“掌上长理” 上可选宿舍范围
之内，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宿舍
和床位；以往让不少新生烦恼
的军训服装不合身的情况，从
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今年的
军训服装不仅可以在领军训服
装现场试穿到满意为止， 而且
质量也更好。

【贴心】 藏族小学长为学弟学妹当“裁缝”

【安静】 APP远程报到，自选宿舍床位

【牵挂】 校园明信片传递新生家长浓浓爱意

湖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白马旺扎（右）正在为新生缝补军训服。 记者 黄京 摄

开学第一周，有孩子压力大抑郁或自残
医生提醒，家长需多留意孩子情绪状态

开学第一周为何会成为儿
童心理疾病高发期？ 通过与患
儿和家长的沟通， 马静发现出
现这类严重心理疾病的患儿很
大一部分在开学前一段时间或
多或少已经出现过症状，但是却
未被家人发现和重视。“走读改
成寄宿、 新学期的学业压力等，

都有可能导致抑郁症加重。”
马静提醒， 一旦孩子出现

情绪闷闷不乐，容易发脾气，不
愿说话，不爱动，食欲睡眠变差
等，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立即
到正规医院专科门诊就诊，不
要等孩子的情绪积压后， 造成
严重的后果。

家长需多留意孩子情绪状态

孩子早教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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