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省教育厅
获悉，今年我省的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
请已经启动，将有更多
的贫困学子，分享到这
项政策的红利。海南
省教育厅与国家开发
银行海南分行于2008
年试点发放海南省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并
于2009年实现省内全
覆盖。2009年至今累
计发放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16.56亿元，支
持贫困学生 11.36 万
名，是我省教育扶贫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今年海南省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预申请已
经启动，为方便学生和
家长办理预申请，记者
向省后勤资助办和国
家开发银行海南分行
了解了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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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教育

生源地助学贷款开始预申请
今年我省预申请时间为4月2日至5月20日

■ 本报记者 罗孝平 陈蔚林

师说心语

澳大利亚艺术家John Land继
北京成功试点“艺术英语”儿童教育
项目后，近日，南下海南村镇地区，进
行公益英语教学活动，他希望尽快把
“艺术英语“儿童教育项目落地海南。

John选择海南省临高县多文学
校、和舍镇新风幼儿园两所学校，为

临高边远村镇地区学生们带去他潜
心研发寓教于乐艺术英语课堂。
John先生幽默的谈吐和渊博的知
识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
的到来为多文学校的孩子们打开了
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

本报记者 罗孝平 摄

家有高考生
家长如何陪考？

惠君老师：
最近儿子的学校召开高三家长会，开始对

我们这些考爸考妈做陪考的思想动员，学校和
老师都叮嘱我们，这段时间要用心陪伴备考中
的孩子。但总感觉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不够给
力，孩子也不太领情，有时候还会给我们脸色
看。我们很担心好心办坏事，不能帮到儿子还
添乱添堵。所以，想请教您，余下的时间，我们
如何修炼考爸考妈的陪考技巧？

期待得到指导的考爸考妈

考爸考妈好：
每年的这个时候，高三学生开始有一个新

名号叫做考生，学校心理辅导工作的重点也开
始向高三备考倾斜，高三学生求助的人数也日
渐增加。考生们求助最多的问题排在前三位的
是：考试焦虑、压力山大、情绪烦躁，其中不乏来
自家长的压力。身为学校心理辅导教师和有过
两次陪考经验的考妈，我很乐意与考爸考妈们
分享陪考的一些技巧，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一、抱持平常心。这个平常心包括，把高考
当作一次正常的考试，用平常应考的态度对待
它，不要人为给高考添加各种意义；对孩子的高
考成绩抱以合理的期待，不怀非分之想，鼓励孩
子尽心力足矣；生活按原有规律进行，不要因为
家有高考生，就改变生活节奏，拒绝一切娱乐和
正常的人际往来。

二、怀有包容心。经过半年高密度的学习
与频繁的周考月考，高三学子可谓压力山大，情
绪难免有起伏。家长要怀有包容心。谨记孩子
的情绪不是冲你来的，不必因为孩子脸色难看、
情绪失控就上纲上线，批评训斥，或忧心忡忡。
近期我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考生普遍感觉
父母对成绩起伏的不淡定，有孩子忧心忡忡地
问：我考不好，你会怪我吗？希望爸妈看到成绩
时能保持淡定，不要气急败坏；希望爸妈包容我
有时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希望爸妈耐心听我
说话，不要生气就挂断电话……如果孩子每次
考试都担心因考不好而被责骂、被嫌弃，害怕看
到父母生气、伤心、抱怨等，那么考试给孩子的
经历是灾难性的，这样的经历加剧了孩子的焦
虑情绪。

三、增加力量感。让我们的陪伴更给力，最
好的做法是去做你能做的事。高考是孩子自己
的事。家长可以在后勤保障、情绪安抚、资料购
置和提炼、高考信息收集方面有所作为。生活
上指导孩子建立良好的生活作息规律，尽可能
督促孩子注意三餐的营养与卫生。孩子情绪低
落时，陪孩子运动聊天，用幽默乐观的态度感染
孩子，指导孩子通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功
课或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来调节情绪。当孩
子月考失利时，给TA一个温暖的拥抱、暖心的
鼓励，提醒TA关注月考的诊断功能，看淡成绩
排名，从丢分的题目中找出你下次补漏的目标
比关注成绩排名更有意义。建议高三家长趁着
陪考的这五个月，关注高考信息，研读高考相关
政策和近年海南省高考志愿填报指南手册，收
集足够多的高考信息，以备填报志愿之需。

四、提升温暖度。建议父母给孩子一个可
以安全吐槽、放松做自己的家庭环境，经常吵闹
的家长可以签订一份“停火协议”，定期安排一
些家人小聚和户外的活动，家长还要特别关注
备考过程中孩子的情绪起伏，当孩子遭遇情绪
低谷、身心疲惫时，允许孩子放慢脚步稍事休
整。

五、修炼技术值。陪考家长最需要掌握的
技术是亲子沟通和生涯规划的技术。怎么说比
说什么更重要。掌握一定的沟通技术，更有助
于你与孩子的顺畅互动，更能把话说到孩子心
坎里。比如，约定一个亲子间文字沟通的方式
和亲子鼓励加油的仪式，定期发微信朋友圈互
动、写纸条、写贺卡等，用文字去表达也许比训
话更暖心和有仪式感。在生涯规划指导方面，
建议读一点生涯规划的书，比如古典的《拆掉思
维的墙》和《你的生命有什么可能》，或者在网上
浏览生涯规划的一些知识，在观察了解自己孩子
个性特点的基础上，多了解高考信息、高校信息
和未来职业发展趋势，学会在海量信息中筛选有
用的信息。指导孩子志愿填报和做生涯规划时，
你才有理有据，让孩子心悦诚服的同时，还从中
学到如何掌握和筛选信息。我以为，这是关乎孩
子一生幸福的比高考成绩更重要的技能。

最后，祝考爸考妈陪考有方，和孩子一起与
高考共舞！

惠君

学生写信感谢
助学贷款政策

■ 本报记者 罗孝平

日前，海南省教育厅接到了
一封感谢信，写信的是海南医学
院临床学院 2016 级的小颖同
学，感谢的对象却是国家开发银
行海南分行。她是我省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的受益者，通过国
家开发银行海南分行的助学贷
款，不仅顺利完成了本科学习，
还能继续深造进入研究生阶段
学习。

“我是海南医学院临床学院
2016级的学生，来自海南乐东
一个普通家庭，家中上有年迈体
弱的祖父祖母，下有尚在求学的
我，加之母亲没有工作，一家的
重担全落在了父亲的肩上。
2011年高考结束后我如愿被广
西医科大学录取，然而医学院昂
贵的学费却让我开始犹豫不决，
是该义无反顾追求自己的医学
梦，还是该尽早参加工作减轻家
中负担？就在这个时候，是国家
为家庭贫困大学生办理的生源
地助学贷款帮助我，让我得以进
入理想的高等学府继续学习。
转眼到了2016年 7月，我顺利
从广西医科大学毕业，但同时我
又再次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彼时的我已经通过海南医学院
硕士研究生复试，如果选择就
读，就意味着我将继续成为家庭
的负担，但到更广阔的平台继续
深造的渴望让我实在不愿意轻
易放弃这次机会，而此时，生源
地助学贷款政策再一次向我伸
出援手。”小颖的信，让人看到一
个贫困学生上进路上得遇“贵
人”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无独有偶。“如果没有国家
开发银行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的帮助，恐怕我们兄弟都没有
办法读完这几年的大学。”毕业
于四川大学，现就职于广汽传祺
公司的昌江昌化镇杨柳村孙爱
康很感慨地道出了自己的心
声。昌化镇昌城村的王霞，毕业
于海南医学院，现就职于昌江人
民医院，她的心中同样充满感
激：“我既是国家开发银行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这项政策的受
益者，同时也是见证者，通过贷
款圆梦大学，完成学业，走上社
会，改变了自己和整个家庭的命
运。”

“艺术英语”走进海南村镇学校

什么是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

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
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
生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
在县办理的助学贷款。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和
家长（或其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
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分行是
省内唯一一家提供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的金融机构。

去哪里
提交预申请？

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预申请、申请等工作均由教育部
门承办。地方教育局将在预申
请阶段组织各高中开展预申请
工作，因此，同学们可向所在班
级老师咨询和提交预申请。

预申请条件
是什么？

户籍地与就学地相同且高
中任一学年获得国家助学金的
高中应届毕业生，以及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高中应届毕业生都可
以预申请。

什么时候可以预申请？

2017年我省预申请时间为
4月2日至5月20日。符合条件
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向所在高中
提出预申请需求，具体时间可咨
询学校。

通过预申请后，需要办理什
么手续才能获得助学贷款？

通过预申请的应届高中毕
业生在正式申请时可免除资格
认定手续。在获得大学录取通
知书后，毕业学生和共同借款人
持录取通知书、申请表等申请材
料，前往市县资助中心提交正式
申请。

申请贷款需要什么条件？

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
立、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
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
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高校和独
立学院，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
的为准）正式录取，取得真实、合
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
新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
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生；学生本
人入学前户籍、其共同借款人户
籍均在本县（市、区）；经有关部
门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家庭经
济收入不足以支付学生在校期
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当
年没有获得其他助学贷款。

共同借款人的要求是什么？

原则上应为借款学生父
母；如借款学生父母由于残疾、
患病等特殊情况丧失劳动能力
或民事行为能力的，可由借款
学生其他近亲属作为共同借款
人；如借款学生为孤儿，共同借
款人则为其他法定监护人，或
是自愿与借款学生共同承担还
款责任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共同借款人户籍
与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均在本
县（市、区）；如共同借款人不是
借款学生父母时，其年龄原则
上在 25 周岁以上，60 周岁以
下；未结清开发银行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或高校助学贷款）
的借款学生不能作为其他借款
学生的共同借款人。

家庭经济情况如何认定？
预申请和建档立卡贫困户是

否能享受便利？

经济困难的认定部门是高
中或者村委会（居委会）或者乡
镇（街道）民政部门中的任一单
位。通过高中预申请和建档立
卡贫困户预申请的学生在正式
申请时无需进行家庭经济困难
认定，直接前往市县资助中心办
理申贷手续。

生源地助学贷款额度多少？
用途是什么？

贷款额度按照学费和住宿
费标准总和确定，全日制普通本
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
职学生）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
8000元，全日制研究生（含硕士
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贷款额度
最高不超过12000元。贷款主
要用于支付学生在校学费和住
宿费。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期限多长？

贷 款 期 限 按 照 剩 余 学
制+13 年，最长不超过20年，最
短不低于6年来计算。例如，张
三大学学制为4年，大一时贷款
期限最长为17年，大二时贷款
最长期限为16年，以此类推。

什么时候开始
偿还助学贷款？

学生在校读书期间不需要
偿还本金，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

学生毕业后不再继续攻读
学位的，自毕业当年12月份开
始自行偿还利息。毕业后3年
（毕业当年为第一年）为宽限期
（2015年以前贷款的学生宽限
期为毕业后2年），只需要偿还
利息，不需要偿还本金。毕业第
四年开始偿还贷款本息。

毕业后专升本或本升研读书
期间，是否可享受贴息？

如何办理手续？

学生毕业后，在还款期内继
续攻读学位的可在读书期间享受
财政贴息。因贷款期限不能延
长，若学生读书期间贷款到期，仍
需按照还款要求，偿还到期本金。

毕业学生拿到录取通知书
后，携带相关证明材料至市县资
助中心办理变更手续。审核通
过后即可继续享受贴息和毕业
后 3年还款宽限期额的政策。
但贷款期限不因此而延长。

亲爱的同学们：

在“大海中”畅游的三年里，你们
收获着知识、智慧、勇气和力量，背负
着梦想、责任、使命及种种难以测量
的负荷。但你们迈着坚定的步伐，风
雨兼程，这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也
在有形无形中淋漓尽致地彰显着你
们无比巨大的能量。

随着高三生活接近尾声，高考
日益临近，当下的你们可能既有着
迎接挑战的兴奋与激动，也有着面
对竞争的焦虑与彷徨。所以我们要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做好自我调节：

一、正视紧张和焦虑
其实它们所传递的信息是：你对

自己的要求与期望很高，这是上进的
表现。人在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谁
会不紧张？这很正常，不紧张就不正
常了。但是不能放任这种情绪蔓延，
可以学习思维转移法，比如如果自己
老是想高考的结果时，可以深呼吸，

或者去洗一把脸；或者课下和同学开
个玩笑，或者找老师聊聊，把这种紧
张转移一下。

二、接受焦虑和紧张
其实谁都是一样的紧张，关键是

不要因为紧张而紧张。首先你的紧
张和别人是一样的，不过别人善于掩
藏而已，不要以为就自己焦虑、紧
张。那是典型的自己吓唬自己。学
着告诉自己，我是最棒的，不比别人
差。要告诉自己，我紧张是因为我有
希望，其实焦虑和紧张都是浮云。

三、自信的移花接木法
做些自己擅长的事来体验成功，

由此增强对考试的信心！当我们缺
乏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给自己建立信
心，首先不要盲目地和别人攀比成绩，
另外就是做一些自己擅长的题目来
提高自己的自信心。另外平时多微
笑，走路时尽量抬头挺胸把步伐再加
快一些，帮助建立信心。

四、给心灵开扇窗
切不可让学习成为你的整个世

界，“开心的学习＋新鲜的空气＋适
时总结＋简单的运动”才是正确的备
考策略。记住，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
情，要快乐地学，在学中体验快乐！

课下伸伸懒腰，学累了，就把学过的
总结，不要一味地做难题，特别在心
情不好的时候。早上起来，中午课间
操，晚上下了第一节自习后都可以慢
跑一下，慢跑是放松自我的最好办
法。

五、力量来源于我自己
不要过于在乎他人对你的评价，

关键是自己要认可自己！自己要相
信自己！在还有一个多月左右的时
间里，就应该有选择的听取别人的意
见，特别是对有可能对你的自信心来
说有打击的话要有选择的听。这是
一种智慧！

六、永存希望
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那你就离

成功不远了！如果放弃希望，那你就
只有失败！潘朵拉盒子里面有很多
东西，压底的就是希望，我们什么都
可以没有，但唯独不能没有希望，希
望在，一切都在！

七、用好心理暗示
积极的心理暗示可以让自己能

够愉悦地投入学习和生活。三年的
时间，我们已经是一块上好的钢材
了，只等高考的检阅了，从这个角度
讲，我们还有什么焦虑和紧张的？

遇见高考，遇见更好的自己
——献给即将高考的海中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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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中学心理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