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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 血脂偏高者!"高血压伴发冠心
病!糖尿病!肾病!中风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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瘊子!扁平疣等疣体由乳头瘤病毒引起"不及时治疗还会

传染给家人及朋友"甚至可能产生病变"爱美人士无不想除之

而后快#

QRSTU

是国家批准的唯一祛痣除疣的国药准字

号外用纯中药"专治瘊子!扁平疣!老年斑!汗管瘤!血管瘤!各

种疣体等$该药的问世填补了国内医疗领域再这方面的空白"

解决了其他疗法带来的疤痕和复发难题$只需在
$"

分钟内涂

该药
+

%

*

次即可结束治疗"方便&简单&不留疤痕&不复发"

Q

RSTU

凭其确切的疗效"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医药重大

科技成果奖"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神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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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孩子的人格

孩子高考落榜进入复读" 大人不能欺侮孩

子"不能给孩子心理压力"加码# 孩子不是为家长

而高考"而是为他自己# 家长这种指令性的规定"

对他不仅人格上不尊重"还会误导他对自己不负

责任#

家长只要尊重孩子的人格"孩子也会把心里

话说给家长听# 在复读过程中"家长和孩子在一

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和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由于大家的经历&处境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不

同"这些都没有关系# 关键在于大家要善于交流

意见"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当然"家长尊重

孩子的人格"也不要忽视对孩子的指点和必要时

的一些批评#

营造宽松的家庭气氛

孩子在复读期间"父母更要努力使家庭中充

满温馨&关怀的气氛"使孩子得到心理安慰# 家庭

成员对孩子多一分微笑"少一分叹息"孩子自己

就多一分自强不息" 少一分自暴自弃# 因此"宽

松&和谐&温馨的家庭气氛

对复读的考生调整心理状

态" 认真投入复习是非常

重要的#

创造安静的

学习环境

学习环境是否安静对

学生的心态有一定的影

响#特别是复读生"由于高

考的失利"心里不太安宁"

甚至有些烦躁#因此"复读

生的家长更要注意为孩子

创造一个比较安静的学习

环境"让他安心学习#

家长要注意尽量减少

会客# 孩子处于复读期间"一般不大愿意见客人#

因为有的客人不一定知道他落榜的事"可能见了

面会提出'上哪个大学了(一类的问题"勾起孩子

的黯淡回忆# 所以"孩子通常会回避家里来的客

人"弄得气氛非常尴尬# 在孩子复读期间"家长没

有特殊情况就不要在家里会客# 如果必须与人约

见"不妨找一个外面的场所#

家长不要帮倒忙

孩子在复读期间"看什么书&买什么书由他

本人决定"如果孩子有时比较忙"委托家长帮着

买一些辅导材料"家长就按照他的要求买"不要

自作主张#

复读学校会发一些教材"老师也会建议孩子

看一些质量好的&针对性强的参考书和题集#有的家

长一片好心"想为孩子的学习出点力"到书店里给孩

子买参考书" 实际上却打乱了孩子的学习计划"与

学校的教学布置相冲突#好的复读学校都有一套严

格的教学计划和步骤"让孩子跟着学校老师的进度

向前走就可以了"家长不要好心反帮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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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一本! 二本院校

录取工作已经展开$ 许多

未能达线的的考生$ 准备

加入复读大军$ 以备来年

再战% 对于很快就要开始

又一轮人生冲刺的复读生

而言$ 怎样取得最佳的学

习效果$ 在他们看来尤为

关键% 作为家长又该为复

读的孩子做些什么& 家长

最了解孩子的性格和心态

变化$ 又是孩子最亲密的

人$ 最容易以言行影响到

孩子% 因此$帮助复读生调

整好心态$家长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