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服疫情压力，珍惜亲子时光--首次公益云课堂圆满结束

编者注：

“停不住收服小神兽”微信群在热心志愿者Bonnie的倡导下应运而生！在家长的呼声和需求中，我们特邀有经
验的专家，利用现代网络的便利，为家长和学生举办系列讲座，打造免费云课堂。

第一讲由阿省执牌心理学专家David主讲的【公益云课堂】家长特训系列讲座一：疫情期间压力管理（点击
阅读），已于4月25日圆满结束，错过的朋友，请阅读本篇文章，收听David博士讲座的音频资料。

4.25日周六晚，停不住收服小神兽的家长特训系列讲座--“疫情下的压力管理”首次通过ZOOM在云端开讲。

讲座由小神兽群管理员@Bonnie担任前台主持，Tony Li 在后台提供技术支持，除主讲人David博士外的40位朋

友全程参加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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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专家David博士经验丰富，理论深厚，案例生动，他不仅能用流利的中文全程讲解，而且风趣幽默，言简意

赅，让人由衷地佩服他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同时不仅慨叹他的中文程度竟然能保持得这么好！

David本次讲座涉及的要点如下：

在家工作，孩子坐不住总是捣乱怎么办？David用自己的切身经历给出了完美解决方案；

如何控制管理自己的情绪，给出了方法；

给孩子自我分析、做出判断的机会；“回答No要象花金子一样节省”；

注意孩子情绪变化，耐心询问，及早发现网络即时通讯软件对孩子的影响甚至侵害；

利用现在难得全家在一起的机会，培养充分的互信亲子关系，和孩子一起关注疫情新闻，和孩子讨论分

析，引导孩子正面对待。对大点的孩子，可以反过来请孩子提建议，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或问题，你会

怎么做；

David特别提到家长和孩子要“教学相长”，最后他的夫人爱城知名绘画老师Amanda老师的出镜，给了大家

一个惊喜，她还带来一个特别是华人家长尤其需要注意的重要提醒，即：和孩子平等交流，不要judge孩

子，和孩子交朋友，这样不仅孩子愿意与家长交流，同时家长也能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David博士的讲座录音如下（因录音太长，分上下两部分）：

感谢David博士的专业分享，感谢Aamada老师的幕后支持和付出！感谢Bonnie花大量精力去落实系列讲座以

及精彩的前台主持；感谢多元文化电台节目主持人海伦老师对录音的友情剪辑制作。以下是讲座期间后台交流

内容和部分要点的摘要：

David讲座录音（上） .mp3
From 停不住俱乐部

00:00 59:14

David讲座录音（下）.mp3
From 停不住俱乐部

00:00 07:08







听了David博士的讲座录音，如果你有什么进一步的问题，欢迎留言，我们将向david和有关老师请教，帮你寻

找答案。



借用停不住小神兽群特邀心理学专家--“海外一心抗疫公益在线”项目总召集人@海潮老师发的一个祖父和孙辈关

于疫情的对话和感言：

这次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对于很多人或家庭来说，是一个特别糟糕的阶段，但积极的人总能在其中找到价值

和意义。Yes We Also Be Positive to this moment！

Many Years  Later，

Child -  "How old are  you,  Grandpa?"

Grandpa -  "I 'm 81,  dear."

Child -  "So does that  mean you were al ive during the Coronavirus?"

Grandpa -  "Yes,  I  was."

Child -  "Wow. That  must  have been horr ible ,  Grandpa.  We were learning about  that  a t

school  this  week.

They told us  about  how al l  the schools  had closed.  And moms and dads couldn ' t  go to

work so didn ' t  have as  much money to  do nice things.

They said that  you weren ' t  a l lowed to  go and vis i t  your  f r iends and family and

couldn ' t  go out  anywhere.

They told us  that  the shops and s tores  ran out  of  lots  of  things so you didn ' t  have

much bread,  and f lour,  and toi le t  rol ls .

They said that  summer hol idays were cancel led.  And they told us  about  a l l  those

thousands of  people  that  got  very s ick and who died.

They explained how hard al l  the doctors  and nurses  and al l  essent ia l  workers  worked,

and that  lots  of  them died,  too.

That  must  have been so horr ible ,  grandpa!"



小神兽群管理员@Bonnie也分享了她面对疫情的感悟：

“记忆，是客观世界通过主观感受在意识层面和潜意识层面在大脑皮层记录的信息。所以，记忆是在客观物质基

础之上记录的主观感受。也可以说：记忆虽然实质是客观的，但是形式是主观的。 

所以，当疫情这个客观事实，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主观意识却可以直接决定什么样的记忆最

后留在我们的大脑里。 

在疫情中，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心理和情绪感受，包括：紧张、愤怒、恐惧、焦虑、绝望... 但是也有些人会

感受到平和、喜悦、温暖、关怀、勇气、希望...

最后， 这场疫情或许会成为一些人一生中擦抹不去的伤痕、也可能成为另一些人的成长经历... 区别其实只在一

念之间，境随心转、相由心生；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希望通过David博士的此次讲座和群里心理专家的指导交流，大家都能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这次疫情，珍惜全家人

厮守一起的美好时光。也祝愿疫情早日结束，大家安好！

敬请期待后续的系列公益讲座：

停不住收服小神兽 - 家长特训系列讲座 No.2



讲座2和3的报名方式请点击阅读：【公益云课堂】家长特训系列二：成长与自我探索

停不住收服小神兽 - 家长特训系列讲座 No.3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E4MDU2Mg==&mid=2702622322&idx=1&sn=b986dc061243adcf136c8cfa4c30885b&chksm=cda121cffad6a8d9bc231a9093586d240efffcafde115c1338bf4e44e9634b2a799f54792e76&scene=21#wechat_redirect


停不住收服小神兽 - 家长特训系列讲座 No.4
主题：无条件的爱和接受孩子--如何培养自信勇敢的孩子

时间：6月5日周五晚7:30-8:30（加拿大山地时间）

主讲人：加拿大心理咨询师和教育专家罗斌老师主讲



停不住收服小神兽 - 家长特训系列讲座 No.5
主题：100分妈妈 VS 60分妈妈，

时间：6月13日周六上午10:30（加拿大山地时间）

主讲人：心理和精神分析师，亲子关系专家刘欢老师主讲

公益云课堂的后续讲座还将涉及以下方面：

如何培养青少年的领导力；

家长和孩子如何共同成长；

如何激发孩子的兴趣和内在动力？

如何做好未来规划，将孩子的专业选择与兴趣结合起来？

欢迎家长朋友提出你关心的问题，我们邀请专家举办共性主题的公益讲座。

停不住小神兽微信群，特邀以下专家学者担任咨询专家和顾问，他们是：

@海潮老师-特聘亲子导师 @刘欢老师 特聘亲子关系专家 @陈明老师-特聘亲子关系专家 @罗斌老师-辅导心理

学硕士，加拿大专业协会认证的心理咨询师，@鲍天昊大夫-神经科专家 @Dr. David B. Sinclair 拥有临床心理

学博士的AB省执牌心理学专家，@晓春三月- Certified Coach获国际职业证书等多项认证的咨询师，感谢这些

专业老师的热心奉献专业知识和在群里为大家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本群虽是疫情时期为满足特殊需要建起来的，但相信如何使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如何处理好亲子关系等围绕小

神兽的话题，将是家长们想交流和了解的永恒话题。也欢迎更多专家和在培养孩子方面有感受的家长们，分享

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让我们共同努力使家长和孩子们能从中受益。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扫海报上的二维码或在本文留言，小编邀请你入群交流和分享，非诚勿扰。

本期小编：青青河边草 ，讲座海报设计及本文配图：Bonnie Yu

推荐阅读：



【公益云课堂】家长特训系列讲座一：疫情期间压力管理
【公益云课堂】家长特训系列二：成长与自我探索
【公益云课堂】对弈网上国际象棋课

【Youth&nbsp;园地】小左老师话IB（干货收藏版）

【小状说法】第12期：新冠疫情下的合同执行与不可抗力条款
2015-2017，我们一起走过
2018，为之自豪；2019，更加努力(停不住2018年活动总结)

感谢疫情期间，坚持采购送货提供便利服务的爱城易生活

友好互信 感谢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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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more

停不住网站QR CODE

免费申请会员ID：
为了积聚更多的力量，也为了组织活动的便利，欢迎点击下述链接免费申请您在停不住俱乐部唯一的身份代码。

马上行动，注册您在“滑雪停不住”群的专属ID！

与公众号联系或投稿：
请在文章后面留言，或发邮件至：ACOAC.gzh@gmail.com。

停不住网站acoac.ca现已正式运行，所有活动信息将在网站刊登，并且接受网站报名，欢迎点击查看，期待您的
宝贵意见。

微信号：停不住俱乐部 / cantstopski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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