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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意识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当代小学生的
心理负荷能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在此种情况下,学校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显得极其重要,特别是
各学科教学也负有此项任务。在小学语文教学时可以合理的开展心理健康渗透教学,促进小学生身心健
康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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