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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2018年中考将拉
开帷幕。作为考生，你将用什么
样的心态走进考场？作为家长，
这7天又该为自己的孩子做些
什么？面对这些问题，所有中学
以及每一位初三的老师都知道，
这个关键时候考生的心理状态
比文化知识更为重要。在这最
后的几天里，由珠报融媒和香洲
学习型智慧校园共同举办的《中
考夜话》在线互动直播节目将再
次邀请著名心理学家、契约式教
育创始人胡波教授及工作室成
员赵美素老师与大家共同交流
如何提升考生的心理素质、轻轻
松松迈进考场等话题。

北京契约式教育工作室主
持人胡波教授及珠海东方外语
实验学校赵美素老师曾于今年
3月 31日作客第7期《中考夜
话》，其精彩的演讲以及和善的
交流当晚就赢得 33.4 万的点
击，其中广东省外的点击达9.8
万，开创了《中考夜话》播出17
期来的最高记录。不少学生和
家长看完节目后纷纷留言，说胡
教授的讲座非常接地气，讲的都
是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的问题，
解决的策略相当实用。有些家
长还通过节目组与胡波教授建
立了联系，并就家庭教育话题频
繁交流。

胡波教授长期从事家庭教
育研究，擅长心理减压。在中考
前夕，又有什么妙招消除考生的
焦虑，让他们更有底气，对中考
充满信心？带着这个疑问，记者
在线采访了胡教授。“这个时候，
家长千万不要给孩子压力，首先
应该向他们表露，考得好考得差
你都是父母的孩子，爸妈都等着
你回家吃饭。”胡教授这样对记
者这说，“其次家长和孩子都需
有一颗平常心。中考只是漫漫
人生路途的一个闸口，而且还如

比尔·盖茨所言：无论你乘坐的
是头等舱还是经济舱，最终将与
所有乘客同时到达终点。”胡波
还透露，本期节目将在线与其工
作室成员、深圳中展集团的副总
裁李珂女士就心理减压话题进
行互动。胡波认为，任何人的成
功，除了他（她）的智商、情商之
外，心理素质更为重要。无论是
家长、考生还是社会人士，都应
该用积极的态度笑对人生，抵御
来自自身的心理压力。

当问及为什么自身会产生
心理压力，什么时候最容易产生
压力，胡教授给记者卖了个关
子，“你对这个问题好奇，说明你
已经开始转移注意力，压力自然
也就下降了。至于其他话题，我
们周六晚上7:30《中考夜话》不
见不散，欢迎在线互动。”据悉，
本周五下午4点，胡波教授还将
应邀为珠海东方外语实验学校
全体教师作契约式教育专题报
告，为年轻教师支招如何化解压
力，保持心理健康，活出精彩的
自己。届时珠报融媒将同步直
播。

随着过去一个学年的即将
结束，《中考夜话》第一季也将进
入尾声。中考结束后，我们将邀
请各科教师第一时间为广大考
生作试卷点评，敬请关注下期
《中考夜话》。

（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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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心理素质 微笑面对中考

平常训练时要注意答题技
巧，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才能
在即将到来的中考中以不变应
万变，处于不败之地。

失误一：错字层出

在中考试卷中，令改卷老
师最感无奈的就是因错别字被
打0分的情况。为什么？因为
按规定，错一个字，整个句子的
分数就全没了。

其实不止是语文，其他科
目也是一样对错别字决不留
情的。一旦得分点出现错别
字，也是一律不给分。如，准
噶尔的“噶”写成“葛”；地表疏
松的“疏”写成“蔬”等都得不
了分。

失误二：答卷马虎

中考答卷马虎主要有三种
情况：

一是选择题中，做对了却
选错了。这是最痛心的事，明
明费劲做出来是B，结果马虎
选了C。二是卷面脏乱、改动
不统一。有的地方画横线，有
的地方画个圈，有的地方又涂
成黑块，让老师视觉疲劳，无从
找答案，分数可想而知。三是
一些理科运算题，只写答案，没
有写步骤，这种情况一般只能
得答案分。

失误三：心理不稳

基本上每年的考试中数学
或理化中选择、填空都会有那
么一两道题特别难，有的考生
心情会大受影响，变得手忙脚
乱，连带其它简单的题目此时
也不会做。有的考生甚至被困
在难题中出不来，结果后面的
题目都没有时间做。如果一味
困在难题中，就可能难题没做

出来，连简单题也没了思路，那
就难也丢分易也丢分，太不划
算了。

失误四：问牛答马

这是审题不清造成失误。
一是审题马虎，问牛答马，或上
面都做对了，搬到下面却错
了。这种情况在中考中是非常
忌讳的，得分非常低。二是基
础知识不扎实、训练不够造成
的审题不清。

失误五：投机取巧

在历年考试中，总有考生
写作文时，将试卷中一道阅读
题全文照抄下来，结果被打成
零分卷。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
英语学科中较多，据分析主要
还是考生存在投机取巧心理。

失误六：乱做记号

有些考生，平时做试卷时
没有养成规范，喜欢乱涂乱画，
乱做记号，这种习惯也被带到

了中考答题中。据反映，在阅
卷中发现不少同学在试卷中做
记号的现象。这会有做标记作
弊的嫌疑！

失误七：实话实说

改券时，老师发现不少考
生的试卷不经意间透露出了一
些真实姓名或信息。如：我的
同桌叫×××；我家住在清源
山下……

据说，中考试卷中出现这
类文字，一不小心就会被当成
无效卷的。

失误八：运算太差

在运算题中，如果第一步
的答案算错了，下面就算步骤、
思路完全正确也不能得分。除
非下面的问题与这个结论无
关。

失误九：时间失控

在历年中考中，有数量不
少的考生，作文的前面部分

写得十分出彩，给老师印象
极佳，但卷面一往下拉，却发
现只写了两三百字，就没有
了。还有一些其他科的卷
子，前面部分都做得相当好，
但最后一两题却连动都没有
动到，据分析，有很大一部分
原因是时间不够。究其原
因，主要是平常没有强化限
时做题的训练。

失误十：主题不明

不少考生答题思路不明
确，结构混乱，啰啰嗦嗦写了一
大堆。要知道，评卷老师往往
只能抓关键词，有则得分，无则
失分。所以不要下笔千言，不
切主题，更不要啰里啰嗦，把主
题掩埋了。要知道评分的原则
是按点给分，并非言之有理就
给分。

中考到了最后关头，并不
是比谁比谁懂的多，而是比谁
失误少，加油同学们！

（新浪）

临考温馨提醒：

中考要避免十大失误

在线直播

张晓东，小学语文二级教
师，教龄四年，曾在2015-2016
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
师”活动中获得香洲区二等奖；
在 2016-2017 年度“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获得教
育部级优课等。

本期直播及回放二维码

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网上
外卖订餐平台的兴起，珠海的大
街小巷经常能看到美团外卖骑
手的身影。外卖骑手快速、精准
的送餐服务，为广大市民的工作
生活带来了很大便利，但是外卖
骑手在骑行过程中，出现的乱闯
机动车道、突然猛拐、冲红灯、骑
车看手机等违法行为，也日益引
起交警部门的重视。由于美团
骑手骑车速度快，部分骑手的交
通安全意识不强，导致外卖骑手
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为了进一步提高美团外卖
配送员的交通安全意识，规范美
团骑手的交通行为，从源头上预
防交通事故，6月8日下午，珠海
交警联合珠海美团外卖公司相
关负责人及100多名外卖配送
员，开展了一次别有特色的“安
全骑行”交通安全培训。

培训课上，香洲交警大队宣
传民警蒋斯蕾结合近段时间美
团骑手发生的交通事故典型案
例，配上图片、视频，生动形象地
分析了事故发生的原因及危害
性，对美团骑手如何文明、安全
送餐进行了详细讲解。交警倡
议，珠海的美团骑手模范遵守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做文明交通的
遵守者、倡导者。

课后，参加培训的100名美
团骑手纷纷表示，今后一定会做
到安全文明行驶，也会将所学到
的交通安全知识传授给身边的
同事、朋友、家人，开开心心上
班，安安全全回家！ （杨小江）

珠海交警联合美团

举办交通安全培训活动

头发的颜色像胡萝卜一
样，两条梳得硬邦邦的小辫子
直挺挺地竖着。鼻子长得就像
一个小土豆，上边布满了雀
斑。鼻子下边长了一张大嘴
巴，牙齿整齐洁白。她的连衣
裙也相当怪……这位名叫皮皮
露达·维多利亚·鲁尔加迪娅·
克鲁斯蒙达·埃弗拉伊姆·长袜
子的小姑娘，不仅名字奇怪冗
长，而且是邻居眼中的独居怪
女孩！

说起故事主人公皮皮，就
不得不提及来自瑞典的儿童文
学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
在她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里，
作品已被译成86种文字，总发
行量超过1.3亿册。她的作品
以丰沛的想像力创造出奇妙的
童话世界，深得世界各地孩子
们的喜爱，也为全世界的孩子
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奇特的故
事。因此，她成了我们大家尊
敬可爱的“童话外婆”。通过本
次读书活动，就让我们走近林
格伦奶奶，走进《长袜子皮皮》，
一起读一读、聊一聊其中奇怪
又有趣的故事吧！

今天19时 30分，由珠报
融媒与香洲学习型智慧校园共
同主办的《一起读书吧》将邀请
造贝学校张晓东老师来与孩子
们共读《长袜子皮皮》。

张老师给同学们提出下列
问题：

1、皮皮最不喜欢吃什么
蔬菜？

2、如果你是皮皮的邻居，
你会和她交朋友吗？为什么？

另注：
1.本栏目由香洲区学习型

智慧校园与珠海报业传媒控股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每期直播
时长约30分钟，具体观看地址
（二维码）见《珠海特区报·教育
版》与《珠江晚报·教育周刊》。

2. 节目对象主要为小学
生，各学校可提醒学生在家长
的陪同下观看，并可实时参与
直播互动。

3.本节目是在学生已阅读
的基础上，玩玩游戏（阅读活
动）、说说故事（情节可视化）、
亮亮作品（读写作品）、聊聊话
题（主题探讨），建议小读者提
前阅读相关书册。

《一起读书吧》在线节目今晚直播

和《长袜子皮皮》一起“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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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爷爷：
您好！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有很

多话想和您说，于是我就想起
给您写封长长的信，作为生日
礼物送给最爱的爷爷。爷爷，
谢谢您一直以来陪伴我，关心
我，我内心十分感激！十年来，
有爷爷默默的付出，才有今天
特别幸福的我。

虽然人们常说爷孙之间有
不可跨越的“代沟”，可我们亲密
如小伙伴，又如师者之仁。在这
些年中，感谢您教会了我许多做
人的道理，让我明白您常说的我

们要做“曾好家族”，不能做有损
于“曾好家族”优良家风的事。

当我遇到困难时，您对我
说“走上坡路费力，走下坡路省
力，但是，费力会向上走，图省
力会往下走，你愿意走上坡路
还是下坡路？”我爽快又坚决地
回答：“我要走上坡路”。是您
告诉我，要学会吃苦，不要怕
累，才能走上成功的台阶。

当我取得进步时，您对我
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
落后。”我跟您说：“我一定保
持谦虚的态度，做个上进的孩
子！”是您告诉我，要学会坚持

努力，不要骄傲，才能取得不
断进步。

当我拿回奖状时，您总是
比我还高兴。记得我荣获实验
小学“解题大王”一等奖时，您
兴奋得就像是自己获奖一样。
那天烈日炎炎，您坚持踩着单
车去市场买我最爱吃的非洲斑
鱼回来，我很感动。是您告诉
我，要学会分享，快乐就会变得
更多。在您的鼓励下，我一定
会越来越好，做好“曾好家族”
的继承人，为我们“曾好家族”
增添一道光彩。

爷爷，请您放心，也请您相

信我，我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一
定会为了自己的梦想全力以
赴，不辜负您的期望！此刻我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希望最爱
的爷爷开心健康，长命百岁！
您也不会让我失望的，这是我
们的约定。Happy birthday
to my favorite grandpa！

此致，
敬礼！

您的孙女：曾恩
2018年6月22日

斗门实验小学
三（7）班 曾恩
指导老师 黄月美 危文明

致最亲爱的爷爷的一封信

警企联合共建平安珠海警企联合共建平安珠海

张晓东张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