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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一：升入初中后，有些同学总

是喜欢把事情闷在心里，他们认为这

是深沉的表现，表明自己已经成熟了。

解读：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每个人

都可能遭遇不同的事情、处于不同的

情境中，自然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

绪表现，这是正常的心理状态。但是，

我们要认识到，情绪需要表达。不同的

情绪会对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愉悦、高

兴等积极情绪需要表达，悲观、悔恨等

消极情绪也需要合理宣泄。所以，一定

不要把全部事情都闷在心里，适当地

对外交流、宣泄，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不良情绪，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合

理地调节自己的情绪，既不要喜怒无

常，也不要面无表情、冷若冰霜，要善

于恰当地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做一

个真正成熟、深沉的青少年。

误区二：青春期的情绪特点带给

我们的都是正面的情绪感受，只有正

面的情绪感受才有助于我们成长。

解读：青春期的情绪特点体现了

青春的活力，它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

善于激发正面的情绪感受，可以让我

们的生活更加绚烂多彩。但是，青春期

的情绪也包括烦恼和担忧，学习积极

面对这些负面情绪，同样是我们成长

过程中需要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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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的心情

丰富的版面，灵动的编排

生动的文字，实用的习题

博闻的智慧

名师联手打造，课内课外结合

瞻天地以为师，眺万物以成长

致知的收获

紧扣教材，随课辅导，细讲精练

思维点拨，分层优化，创新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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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中学为了帮助

同学们解决在学习和

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设立了“知心信箱”。

以下是“知心信箱”里

收到的七年级同学的

部分信件内容摘录。

结合情绪的相关知

识，请你给下面三封

信各写一封回信或列

出回信的要点。

第一封信 进入

初中后，我希望父母

别什么事都管着我，

我想用成人的标准要

求自己。可我在家里常常发脾气，有时甚至有点

儿喜怒无常，像个小孩子，我非常苦恼。

（1）“我”的这种情绪正常吗？为什么？

第二封信 在上周的才艺展示班会课上，我

演唱了一首歌。结束时，我突然听到一位同学说：

“他有几句唱跑调了！”我非常生气，回头气愤地

说：“你会唱，你怎么不唱呀？”顿时课堂上静得出

奇，同学们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表达自

己的不满情绪，难道也错了吗？

（2）“我”的做法正确吗？为什么？

第三封信 上周六是我的生日，我把好友请

到家里来玩，妈妈买回来一个蛋糕，我一看妈妈

买的蛋糕太小了，就冲妈妈大喊：“这么小的蛋

糕，我怎么请客，你太抠门了，让我多没面子。”妈

妈解释道：“这是冰激凌蛋糕，吃不完会浪费的。”

我非常生气，领着同学摔门而去。事后，我很后

悔，可当时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该怎么

办呢？

（3）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

【参考答案】

（1）正常。进入青春期后，青少年的情绪变得

阴晴不定，这是青春期个体情绪变化的一个特

点。具体表现为：情绪反应强烈；情绪易波动且固

执；情绪体验越来越细致；情绪具有闭锁性；等

等。对自己的情绪特点缺乏正确的认识，不利于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因此，青少年应冷静地审视

青春期的情绪特点，积极面对负面情绪。

（2）在当时的场合发泄不满情绪是不恰当

的。虽然那位同学的做法伤害了“我”的自尊，有

不妥之处，但人与人之间的情绪会相互感染，课

堂上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会影响课堂的秩序和

氛围，是对老师和同学的不尊重。“我”可以在课

后与同学友好沟通，委婉地表达出自己的不满。

（3）真诚地向妈妈

表达歉意。今后注意增

强自控力，掌握一些调

节情绪的科学方法，使

情绪在生理活动、主观

体验、外显表情等方面

发生一定的变化，做情

绪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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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校七年级（1）班的同学为了解本校学生的情绪状

况，进行了一次校园调查，请你参与进来，完成调查报告。

调查题目 关于学生情绪现状的调查报告

调查目的 （1）了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调查对象 本校全体学生

调查方法
（2）采取的调查方法有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等。

调查结果

及分析

调查发现，27%的学生通过找人聊天来消

除困扰，26%的学生采取唱歌、听音乐的方法

调节情绪，而请教老师或给辅导专线打电话

的只占 4%，令人忧心的是，6%的学生以“伤害

自己”“伤害他人”“吃药麻痹自己”等方式消

除困扰。

（3）上述调查结果说明了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意见和

建议

（4）调节情绪，做情绪的主人，我们的建议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探究解读】 本题以调查报告的形式考查调节情绪

这一知识点。第（1）问简单概括此次调查的目的。第（2）问

调查方法的选择，只要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即可。第

（3）问考查同学们的材料概括能力，仔细阅读调查结果，抓

住几个关键数据即可得出结论：部分同学不懂得如何调节

自己的情绪。第（4）问结合教材知识及自己的理解回答

即可。

【参考答案】

（1）同学们对情绪的认识，引导同学们掌握调节情绪

的方法，做情绪的主人。

（2）问卷调查、走访、座谈等。

（3）说明一部分同学不懂得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以

致影响自己的健康成长。

（4）首先，明确情绪是把双刃剑，情绪是可以调节的，

也是需要调节的。其次，学会合理地调节情绪，掌握调节情

绪的方法。再次，学会在合适的场合、用恰当的方式表达

情绪。

创新探究

积极调节情绪

阴 吴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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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健康成长

老师：

您好！我是个独生女，在家人的宠

爱中长大，在家里没受过一点儿委屈。

在别人看来，我是十分幸福的，可我很

忧郁，因为我爱生闷气。遇到不愉快的

事情，我经常憋在心里，弄得自己郁郁

寡欢，我父母不知道该如何对待我，同

学和朋友与我交往时也非常小心。我

已经意识到这样不好了，可是我不知

道如何改变。

老师，您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改掉

爱生闷气的坏习惯吗？

李聪聪

李聪聪同学：

你好！生闷气不仅会破坏自己的心

情，也会破坏他人的心情，这是一种不好

的习惯。生闷气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危害

身体健康，比如胃口不佳、消化不良等。

爱生闷气，常常是因为对一些外部

事件过于敏感，或者用有色眼镜消极看

待事物。从认识上看，是由于对引起生气

的原因缺乏冷静客观的分析，思想上钻

牛角尖，或者缺乏宽容心理，不肯原谅他

人。有的同学以为通过生闷气、给别人脸

色看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想法是错误

的。下面给你提供一些摆脱爱生闷气的

方法，你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转移注意法。生闷气时，你可

以设法让自己的思绪转移到中性或者积

极的事情上。比如，主动帮助他人，或者

找些有益的书籍阅读，要使自己的心思

有所寄托，不要使自己处于精神空虚、心

理空旷的状态。另外，改变环境也能起到

调节情绪的作用，压抑时不妨到外面走

一走。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对于调节人的

心理活动很有帮助。

第二，运动发泄法。负面情绪可以通

过消耗身体的能量得到发泄。因为运动

能使人的肌肉兴奋起来，进而通过出汗改

善人的情绪。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

以通过跑步、跳绳等方法，把负面情绪发

泄出来。

第三，倾诉法。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的

心理处于压抑的时候，应当有节制地发

泄，把闷在心里的苦恼倾倒出来。因此，有

苦恼的时候，你可以主动找亲人、朋友诉

说内心的忧愁，以化解负面情绪。

希望上面说的方法对你有所帮助，也

希望你能早日改掉爱生闷气的坏习惯，使

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快乐起来！

刘老师

做
情
绪
的
主
人

深圳市宝安中学七年级（苑）班的赖冠宏，在

2019年 10月 13日于印度班加罗尔落幕的第十

届“国际记忆公开赛”中，以 3金、3银、4铜的优异

成绩夺得“儿童组总冠军”，让五星红旗成为当日

最靓的风景线。

梦想成为“世界记忆大师”

赖冠宏开启快速记忆的大门是因为父亲一句

鼓励的话。刚读三年级的他有次看《最强大脑》

时，感叹里面的选手都好厉害。父亲对他说：

“只要你努力，也可以和他们一样。”之后，他开始

尝试记忆一些简单的项目，还在一家快速记忆学

习中心培训了一段时间。

通过专业化的学习，他不断汲取更多快速记

忆的方法。记忆的难度是按照数字、文字、声音、图

像呈递减趋势的，因此，他常常会第一时间将记忆

的对象与图像结合起来，如果记忆的对象是一行

40个数字，那么他便会将邻近的数字两两组合记

忆，如“01”会根据字形将它们想象成一棵树，“02”

会根据发音以铃儿响进行记忆，数字“28”则想象

成“恶霸”，这种记忆方式类似编码。

随着参加赛事的增多，赖冠宏在赛事中的积

分也逐年升高。在世界脑力锦标赛深圳站选拔赛

中，他已经达到了 2900分左右，离他的梦想“世界

记忆大师”的 3500分又近了一步，他说：“希望能

早日拿到‘世界记忆大师’的称号。”

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不断蜕变

正因为有远大的梦想，赖冠宏对记忆训练有

着严格的自我要求。从 9岁开始接触脑力训练至

今，他保持着每天至少 20分钟的记忆训练，从不

松懈。他很享受比赛过程，在赛事中也学到了很

多。原来，他不爱说话，喜欢独处。频繁参加国际赛

事，让他获得了锻炼，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逐

渐变得开朗、自信、独立，学习成绩也由原来的中

等水平直接跃到班级前三名。谈及如今取得的成

绩，赖冠宏一脸自豪，被问到各方的关注是否给他

带来压力时，他摇头并自信地回答道：“压力就是

实力。”

我的思考

编织人生梦想，是青少年时期的重要生命主

题。梦想能不断激发我们的热情和勇气，帮助我

们找到人生前进的方向，让生活更有色彩。但实

现梦想需要努力，我们要有不服输的坚忍和失败

后从头再来的勇气，将努力落实到每一天的具体

行动中，否则，梦想就会成为空想。中学时代是人

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要珍惜青春年华，努力实现

少年的梦想！

2019年 9月 28日，

中国女排 3:0击败塞尔

维亚队，提前一轮锁定

2019 女排世界杯冠军。

在 29日的最后一战中，

中国女排 3:0战胜阿根

廷队，取得此次世界杯

的十一连胜，完美收官。

至此，中国队超越古巴

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以

全胜战绩夺冠次数最多

的球队。这样的成绩激

动人心，这样的胜利酣

畅淋漓。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中国女排以十一

场全胜的战绩获得冠军，兑现了她们“升国旗、奏国

歌”的誓言，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从 9月 14日开始的女排世界杯，中国女排队员

几场硬仗打下来让国人自豪感倍增。在对阵巴西队大

比分 1: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他们仍坚持将比赛拖入

决胜局并成功胜出；面对实力强劲的美国队，中国女

排更是以 3:0干净利落地取得一场速胜；面对实力稍

弱的对手时，女排队员们也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

优异的成绩、永不言弃的女排精神、年轻并富有

朝气的球员，中国女排正展现出全新的时代风貌，吸

引着国人的关注。纵观本届赛事，女排的比赛场场提

振士气，让球迷场场大呼过瘾。央视《新闻联播》连续

两天盛赞中国女排，点名表扬朱婷等队员；人民日报

官方微博连发 7条动态为女排姑娘们疯狂“打 call”；

党政媒体公众号关于女排的文章更是呈现刷屏之势。

9月 30日，习近平在会见女排代表时说：“实现体

育强国目标，要大力弘扬新时代的女排精神，把体育

健身同人民健康结合起来，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同坚

定文化自信结合起来，坚持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相结

合，不忘初心，持之以恒，努力开创我国新时代体育事

业新局面。”

我的思考

中国女排夺得了第五个世界杯冠军，第十次荣膺

世界排球“三大赛”冠军，激

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

信心和自豪感。中国女

排表现出的中华

体育精神，丰富和

发展了伟大的民

族精神，激励全国

人民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打好收

官之战。我们要向

她们学习，顽强拼

搏，自强不息，不懈奋斗，走

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榜样人物

“换得秋实一夏花”的李夏
阴 李 强

人物简介：李夏，安徽省绩溪县荆州乡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8年来在乡野基层磨炼自己，在百姓中

间奉献青春，2019年 8月倒在抗灾抢险的路上。

人物事迹：2011年，老家在黄山市区的李夏回到

家乡，考入绩溪县长安镇政府。从此一头扎进了山

里，长期深入群众生活。因常年在乡下，女儿从出生

到 6 岁，李夏陪伴她的日子，掰着手指头都能数

出来。

他不是没有机会走出大山。多年来，绩溪县政府

办等多个县直部门都想选调李夏回县城上班，都被

他一一谢绝。2018年，组织上准备派李夏去最偏远的

荆州乡担任纪委书记，他却一口应下。

2019年 8月 10日下午，距离台风“利奇马”登陆

中心仅 300公里的安徽省绩溪县荆州乡大雨如注。

这一天是周六，李夏本来已经答应妻子要回家。然

而，险情终究让他放心不下。山洪涌进敬老院，他和

同事 着水，扶五保老人撤离到高处；路遇塌方道路

受阻，他们徒手搬运碎石，为救援车辆开路；看到一

对母子往塌方地段走，他们又转头护送这对母子。短

短一小时，17位村民在他和同事的帮助下转危为安。

就在他们向着下一处险情奔走的路上，接连三股泥

石流突然从道路一侧的山上冲下来，泥沙夹杂着树

木冲倒了围墙、凉亭，卷走了队伍后面的李夏……

2013年，在洪灾中翻山越岭十多个来回送救灾

物资；2014年，寒冬腊月冒着滚滚浓烟参与森林大火

扑救；2016年山体滑坡，驻守在塌方点三天三夜劝导

群众远离危险区域……每次李夏都冲锋在前，也都

平安归来。这一次，他却未能平安归来。没人愿意相

信，这个在群众危难关头一次次挺身而出的小伙子

就这么走了。

“小时候穿凉鞋都怕沙子硌脚，现在却能光着脚

走田头。”母亲一语道破李夏的成长。从城里小孩成

长为乡镇干部，他用青春韶华书写了新时代青年干

部奋斗在基层的使命担当。“初心不因来路迢遥而改

变，使命不因风雨坎坷而淡忘。”这是李夏的微信签

名，也仿佛是他短暂而不平凡一生的答案。

人生启迪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李夏在危险来临时，心中装

的是人民的利益，践行了一个党员干部的职责和使

命，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

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他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在

服务他人和奉献社会中让自己的生命更加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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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讲堂 能力评价

阴 林 浩

学习报
七年级道德与法治

（参考答案见下期）

本版命题 徐卫东

（参考答案见下期）

28 期 1 版【时事月测】

参考答案

1.A 2.D 3.A 4.C 5.B 6.B

7.C 8.B 9.D 10.C

28 期 3、4版参考答案

1.B 2.D 3.C 4.C 5.C 6.A

7.C 8.C 9.C 10.D 11.A 12.B

13.C 14.A 15.A

16.（1）自信。

（2）自强。

（3）淤自信让我们充满激情。有

了自信，我们才能怀着坚定的信心

和希望，开始伟大而光荣的事业。

于自信的人有勇气交往与表达，有

信心尝试与坚持，能够展现优势与

才华，激发潜能与活力，获得更多的

实践机会与创造可能。

17.（1）男生女生拥有各自的性

别优势，欣赏对方的优势，互相取长

补短，有助于我们不断完善自己，让

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与异性交往，有

助于我们了解异性的思维方式等。

（2）青春期，我们心中开始萌发

一些对异性朦胧的情感，这是青春

成长中的正常现象，但这并不是真

正的爱情，面对这种情感，我们要慎

重对待，理智处理。

18.（1）青春期的烦恼。

（2）脸上长痘痘了，内心感到很

孤独，自己的生理变化遭到同伴的

嘲弄，等等。

（3）不赞同。因为青春期的小烦

恼可以向妈妈诉说，让妈妈为自己

建议化解烦恼的方法。

19.答案一：我赞同马老师的质

疑。马老师对司马光砸缸提出自己

的质疑，对这件事情有自己的看法，

敢于表达不同的观点，敢于向权威

挑战，这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批判精

神。而且他提出的意见不是空穴来

风，而是从文物论证的角度证明了

自己的观点。在学习中，我们应该有

批判的勇气和精神，应从不同角度

思考问题，积极探索解决方案。

答案二：我不赞同马老师的质

疑。独立思考并不等同于一味追求

独特，不人云亦云。马老师虽然依据

文物证据提出自己的质疑，表面看

是在表达不同的观点，实际上是在

追求独特，我们不能为质疑而质疑。

（学生只要能按照学科语言，表达清

楚自己的看法即可。）

20.（1）表明青春凝聚着动人的

活力，蕴含着伟大的创造力，为我们

的成长带来无限可能；青春的我们

思想活跃，感情奔放，朝气蓬勃，充

满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拥有改变自

己、改变世界的创造潜力。

（2）委婉地拒绝他的邀约，告诉

他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或向心

理老师倾诉自己的烦恼，请求帮助。

（3）张国城意志坚强，乐观面对

病魔；褚万玉、孙秋月身残志坚；于

达勇挑生活重担。他们的事迹告诉

我们，要靠坚强的意志、进取的精神

和不懈的坚持获取自强的力量。

（4）乐于实践、勇于尝试，但不

能肆意放纵，一些基本规则不能违

反，一些基本界限不能逾越，做到行

己有耻；以修身为本，行走在“止于

至善”的路上，在学习中成长，在成

长中收获。

糟透了，不能踢足球了 庄稼可以快快生长了

一、单项选择题

得知广东一旅游大巴高速追尾货车的消息，小

乐感到很难过、痛心；得知中国女排夺得 圆园员怨女排

世界杯冠军，小乐感到开心、高兴。小乐的这些感受

就是我们所说的 （ ）

粤援意志 月援情绪

悦援情趣 阅援情操

情绪是一种综合表现出来的生理和心理状态，

包括的三种成分是 （ ）

淤内在体验 于外显表情 盂生理激活 榆生活

质量

粤援淤于榆 月援淤盂榆

悦援淤于盂 阅援于盂榆

冬季抑郁症又称季节性情绪紊乱症，是指因天

气的变化而产生的一种忧郁症效应。患者整天处在

郁郁寡欢的情绪之中，注意力不能集中，不愿外出社

交，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这里影响情绪的因素是

（ ）

粤.个人的生理周期

月援对某件事的预期

悦援周围的舆论氛围

阅援自然环境的影响

青春期的情绪特点体现了青春的活力，它带给

我们不同的感受。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绚烂多彩，

我们要 （ ）

粤援明白青春期的孩子才会有负面情绪

月援不轻易表露自己的真实情绪

悦援善于激发正面的情绪感受

阅援让青春期情绪自由发展

情绪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决定，拿破仑说

过：“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

将军更伟大。”这启示我们 （ ）

粤援要加强情绪管理

月援要学会了解情绪

悦援有情绪才有快乐

阅援抑制情绪伤身体

七年级某班在举行“赶走坏情绪”主题班会，小

明分享了自己克服负面情绪的方法。他心情苦闷时，

就向老师、家人或信得过的朋友倾诉，把心中的不

快、郁闷一吐为快。他调节情绪的方法是 （ ）

粤援改变认知评价 月.转移注意法

悦援合理宣泄法 阅援放松训练法

高铁上，无论晓琪怎么讲道理，霸占她座位的

阿姨都无动于衷，直到找来了乘警，阿姨才骂骂咧咧

地挪开。晓琪很生气，为平复心情，她可以 （ ）

粤援看风景转移注意力

月援与其对骂表达不满

悦援鼓动周围的乘客嘲讽对方

阅援大声尖叫发泄情绪

“积极的人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从情绪

的角度理解这句话，正确的是 （ ）

粤援情绪有喜、怒、哀、惧之分

月援不同的情绪对人的影响相同

悦援情绪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阅援情绪具有相通性和感染性

二、非选择题

观察下面漫画，回答下列问题。

（员）面对下雨，小男孩和老伯分别产生了怎样的

情绪？

（圆）同样是面对下雨，为什么小男孩和老伯会产

生不一样的情绪？

（猿）不同的情绪对人的影响是不同的。请你说说

情绪的作用。

青春期和情绪是密不可分的，和心理健康也

有关联。青少年的情绪不稳定，平常小事有时也会引

起强烈的反应。他们有时情绪高涨、热情洋溢，有时

又消极低沉、孤独压抑。这些烦恼和激情是他们自己

难以控制的。父母、老师要体谅他们的情绪状态，不

要“硬碰硬”，要善于因势利导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员）青春期的同学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表现？

（圆）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青春期的情绪特点？

下面是七年级学生晴晴生活中的两个情景，

请你运用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情景一：晴晴明天要参加跑步比赛，晚上紧张地

睡不着觉。

（员）晴晴表现出来的情绪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晴晴应该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情景二：星期一晴晴上课迟到了，班主任批评了

她，她感到很沮丧。放学回家后，晴晴听了一首自己

喜欢的歌曲，心情逐渐好了起来。

（员）晴晴调节情绪的方法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法。

（圆）这样做有助于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园员怨年 苑月 员源日晚，猿名旅客在明知所乘高

铁列车已停止检票的情况下，强行冲闸闯入站台。其

中一名女性旅客情绪激动，拍打列车玻璃，吼叫工作

人员开门，还强行将腿伸入列车和站台的间隙处阻

止列车开动，造成列车晚点 苑分钟发车。广州铁路警

方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怨日的处罚。

透过这则材料，我们认识到情绪需要管理。请你

说说如何管理情绪。

伴随着青春期的身心发育，我们的情绪发生

着微妙的变化，既有喜悦欢乐，也有烦恼忧愁。正确

对待青春期的情绪，学会接纳与调适，才能更好地成

长。某班围绕“做情绪的主人”这一主题开展了探究

活动。请你参与其中，帮助他们完成以下任务。

【意义分析】

小明了解到：现代社会中，抑郁症、孤独症、焦虑

症随处可见。有人错误地将发泄作为管理情绪的手

段，暴饮暴食，抽烟酗酒，以为释放完了，生活就能整

装待发，回归正常。然而，任性放纵只能图一时之快，

却无异于舍本逐末，自我麻痹，最后，身体、心理千疮

百孔，得不偿失。

（1）请根据上述材料谈谈管理情绪的重要意义。

【情景分析】

小华正在上课，班主任老师把他叫出去委婉地

告诉他，他的奶奶去世了。突然得知疼爱自己的奶奶

去世了，小华在教室外放声大哭……

（圆）小华的做法合适吗？请用情绪的相关知识进

行分析。

【成果分享】

经过探究，同学们对“情绪”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你一定也有所感触吧！

（猿）请简要写出你的内心感言。

情绪的

种类

影响情绪

的因素

情绪的

作用

青春期的

情绪特点

积极面对

青春期的

负面情绪

}
情绪面

面观

} 情绪的青春色

调

} 揭开情绪

的面纱

青春

的情

绪

情绪

的管

理

情绪的

表达 {
情绪会相

互感染

以恰当的

方式表达

情绪

情绪的

调节 {
如何对待

负面情绪

调节情绪

的方法

课标内容

理解情绪的多样性、复杂性，学会调节和控制情

绪，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活动建议

分组交流当情绪冲动或低落时自己的表现，和

教师一起讨论如何利用倾诉、转移、换位、自我宽慰

等方法，合理调节情绪。

学习重难点

1.能够认识和把握自己的情绪。

2.掌握调节情绪的方法，学会合理调节自己的

情绪。

情景导入

2019年 10月，王某和家人到南京南站乘火车回

老家，因堵车加上安检人多，等她们赶到检票口时，

已经停止检票了。工作人员告知她们已经不能进站

了，可以去改签票。后改签票时又被告知当天的票都

已售完，王某瞬时怒火中烧，认为是工作人员故意刁

难她，于是走到检票口处，踹了检票员一脚。经检查，

王某的这一脚造成检票员膝关节积液，多处软组织

挫伤。王某因此被行拘 5日，并赔偿相关医疗费。

王某的事例让你对情绪及其表达方式有了什么

认识？

基础预习

青春的情绪

1.人的情绪是 _______________的，除了常见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等基本

情绪，还有害羞、焦虑、厌恶和内疚等 ____________。

情绪是一种综合表现出来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包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和生理激活三种

成分。

2.我们的情绪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例如，个人的

________________、对某件事情的预期、周围的

_________________、自然环境等。

3.情绪影响着我们的 __________和 _________。

它可能 ____________我们克服困难、努力向上，也

可能让我们因为某个小小的挫败而 _____________。

4.青春期的情绪特点体现了 _______________，

它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善于激发 ____________的

情绪感受，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绚烂多彩。青春期

的情绪也包括 __________和担忧，要学习积极面对

这些 ___________情绪。

情绪的管理

5.人与人之间的情绪会相互 _______________。

即使没有语言的交流，一个人的表情、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和动作所表达的情绪，也会影响周围

的人。

6.情绪的表达不仅与自己的 ______________有

关，而且关乎 ________________。我们要了解自己的

情绪，接受它们，并学会以 _________________表达

出来。

7.人生路漫漫，有喜也有悲。___________的负

面情绪，可以帮助我们适应突发事件，但持续地处于

_________状态，则可能危害我们的 _____________。

8.学会 ____________地调节情绪，使情绪在生

理活动、______________、外显表情等方面发生一定

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_________________。

9.调节情绪的方法主要包括：改变认知评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和放松训

练等。

10.情绪调节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调节情

绪，成为情绪的 _____________，还可以帮助同学、家

人 ___________，使他们保持 ___________________。

思维导图

基础检测

一、单项选择题

1援在成长的历程中，我们得到老师或父母的夸奖

时，会非常高兴；学习成绩下降时，会感到忧愁；面临

危急情况时，会惊恐；遇到令人生气的事情时，会愤

怒。这种高兴、忧愁、惊恐、愤怒的感受，我们称之为

（ ）

粤援性格 月援情绪

悦援心理 阅援情趣

2.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晓月很郁闷，被父母批

评了几句后她竟离家出走，幸亏被铁路民警及时发

现并劝回。晓月的表现是 （ ）

A.不能正确面对负面情绪的表现

B.合理宣泄情绪的表现

C.负面情绪的积极作用导致的

D.面对负面情绪的正确做法

3.心情愉快，做起作业来速度也快。这给我们的

启示是 （ ）

A.喜，总是一种积极的情绪

B.情绪不应调控，要任其发展

C.要善于激发正面的情绪感受

D.青春期的情绪特点体现了青春的活力

4.歌曲《倍儿爽》中唱道：“……天空飘来五个

字，那都不是事，是事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就完事

儿……”要做到像歌词那样，就必须 （ ）

淤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 于认识到情绪具有多

样性 盂掌握排解不良情绪的方法 榆保持乐观、积

极的心境

A援淤盂榆

B援淤于盂

C援淤于榆

D援于盂榆

5.到 ATM机上去取钱，发现卡里余额只剩 8分

钱，张某很不爽，居然捡起砖块，猛砸取款机，张某因

此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这告诫我们 （ ）

A.情绪是不可以发泄的

B.表达情绪要远离公共场所

C.心情不好发泄一下情绪，可以理解

D.表达情绪必须采取恰当的方式

6.吴雪静考试成绩不理想，心情不佳。周末晚上，

爸爸带她去看了一部喜剧片。走出电影院，她的郁闷

一扫而光，决心发奋努力，下次考试“报仇雪恨”。吴

雪静的爸爸帮助女儿调节情绪的方法是 （ ）

A.改变认知评价

B.转移注意法

C.理智控制法

D.合理宣泄法

二、简答题

7.以下是几个同学在调节情绪方面的心得体会，

阅读后回答问题。

乐风：“竞选班长失利后，我只当了个小组长。我

很难过，但我对自己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要永不言

败，再说别人当班长，可能会更好地为班级服务，这

也是一件好事。我应该努力做好小组长的本职工作，

积极为班级出谋划策，这么想，我的心情就好多了。”

李强：“因为一点小事，同学误解了我，我感到很

委屈，控制不住了就到操场大哭了一场，哭过之后心

情好多了。”

（员）乐风、李强调节情绪的方法分别是什么？你

认为还可以采取哪些方法调节情绪？

（圆）运用这些方法调节情绪，对于我们的学习和

生活有哪些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