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孩子需要帮助吗？ 

 
 
 
 
 
 
 
 
 
 
 
 
 
 
 
 
 
 

 

 

 

 

 

 

 

 

 

 

 

 

第一步：  

给儿童和青少年的家长 

信息、资源和支持 



 

焦虑的…  

悲伤的…  

忿怒的…  

冲动的…  

不守规则…  

拒绝听教师 

或家长的话…  

 

 

 

这种情绪和行为， 

在您孩子某些阶段， 

或青少年的生活于合理范围内

是“正常”的。但是， 

当开始与人际关系或 

日常生活活动相互干扰时， 

就是寻求帮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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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真实的，普遍的，可治疗的 

来自学校的帮助 

焦虑和注意力问题 

行为和情感问题 

自我伤害、创伤和压力 

我担心……现在怎么办？ 

社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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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家长，没有人应该告诉您，养育孩子可能是任何人做过的最艰难的工作。有时，尽管

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但问题还是出现了。虽然想起来会让人感

到不知所措、可怕或尴尬，但是不寻求帮助的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您对孩子在社交、情

感或行为方面的表现有顾虑，那么这本小册子是写给您的。这是有关于许多孩子经历的常见问

题，以及家人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的重要信息。但首先，我们想分享三个非常重要的观

点。 

 
 
 

真实的 
 

情绪和行为问题是真的存在 

就像成年人一样，大多数儿童和青少年都不想遭遇失败。如果是有

社交问题、难以管理自己的情绪、或有困难满足成人的期望，他们

是缺少了一些东西，而阻挠了他们的成功。也许缺少的是对事情有

不同的处理方法、或学习新技能的机会、或可能是医疗的干预。在

任何情况下，身为家长，我们的工作是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任何他们

成功所需。 

普遍的 
 

情绪和行为问题很常见 
根据《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数据，8 到15岁有13%的人在前一

年患有可诊断性的精神障碍。13 至18岁的人中有21％（五分之一）
在某些时候遭受过精神健康问题，严重到足以干扰他们的能力发挥

重要作用。家长常常会怀疑他们的孩子是否是唯一不成功的人，但
请释怀，您和您的孩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可治疗

的 

 

情绪和行为问题是可以治疗的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知道如何帮助孩子处理他们的情绪和行为比

过去多得多，虽然大多数的孩子有情绪或行为问题没有得到他们

需要的帮助，但是得到帮助的孩子，通常能够克服障碍得以成

功。随着时间、努力和有爱心的专业人士的帮助，这些儿童和青

少年可以继续过快乐、健康和积极的生活。 



5  

如此，学校如何提供服务？ 
樱桃溪学区的使命宣言明确地指出，教育儿童不只是教导阅读、写作和算术。我们了解社

交、情感或行为上的困难可以妨碍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当学生在与这些问题之一挣扎时，

我们会竭尽全力与家长合作，为孩子或青少年提供在学校和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一切。 
 

首项资源。樱桃溪学区的每所学校，都有一个学校心理健康专家（心理

学家和/或社会工作人员）以及初中和高中的辅导员，这些人可以是您

的首项资源。您是否只是想谈谈您孩子或青少年的情绪，或行为是否

“正常”或“只是阶段性”，或者，如果您想知道一些关于如何处理一

个特定情况的小建议，您学校的心理学家、社会工作人员或辅导员对您

可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要害怕拨打电话，因为他们是在此帮助您。现

在帮助您解决小问题，可以避免以后出现更大的问题。此外，他们还可

以帮助您，引导您获得社区或学区的资源，可以帮助您的特定情况。樱

桃溪学区也提供各种育儿研讨会和支援资源以支持家长。我们与社区内

许多机构合作，为家庭提供支持网络。请浏览

https://www.cherrycreekschools.org/Page/2780，了解当前提供的育儿课

程和其他资源的信息。    

直接服务。如果您孩子的社交、情感或行为问题干扰他/她在学校的生活，那么，您学校的

心理学家或社会工作人员也许能够为您的孩子提供直接服务。这可能需要短期的团体或个

人支援的方式，定期与您和您孩子的老师咨询，甚至做评估，以更好地了解您孩子的长处

和需要。 

以学校为基础的咨询服务，不能取代社区所提供的精神健

康治疗。虽然有帮助和支持性的，学校的服务在周末、晚

上和学校放假日是不存在的。当然，现实上一个全职的心

理健康专业人员支持300 -1000名学生，这表示他们对的

任何一个学生的支持度是有限的。 

团队工作。有效的处理孩子的情绪或行为问题是团队的努

力。这需要家庭和学校以及任何其他专业人员之间的工作

伙伴关系，和孩子一起努力克服。开放和诚实的双向沟

通，信任和相互尊重是这种伙伴关系的基本要件。 

 

 有时，当孩子有 

情感或行为问题

时，在学校或家庭

比在其他的情境下

表现的更明显。在

其他时间，问题出

现在孩子生活的所

有方面。无论哪种

情况，寻求帮助可

能是比您想象的更

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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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孩子在学校有困难，学校教职员或您作为家长的，可以要求举行一个问题解决小组

（PST）会议。这是一组教师和学校专家与您会面的机会，讨论您孩子的需求和集思广益，更有 

效地满足这些需求。您是这个团队重要和必要的一份子，应该随时提供您的意见和建议。 

如果情绪或行为的需求，您的孩子继续对学校提供的典型教育计划无法受益，而有重大负面影

响时，您的学校心理健康专家可能会与您讨论对您的孩子进行《个人化教育计划》（IEP）评估

的可能性。《个人化教育计划》是一份文件，提供了您孩子所需的特别服务。这是由包括学校

专业人员和您在内的团队所建立的计划。 

虽然很少见，但在某些情况下，孩子的情感或行为需求非常的明显，以至于孩子无法从正规教育

课堂获得合理的效益。在这些情况下，学区提供各种替代学习的环境，专为满足您孩子的教育需

求。其中大多数（但不是全部）仅适用于拥有《个人化教育计划》的学生。与所有重要的教育决

定一样，由一个与您孩子一起工作的团队，来决定孩子进入替代学习环境的决定，而您则是该团

队不可或缺的成员。做出这些决定时，重点始终放在孩子的需求上。 
 

这本小册子描述了许多学生今天经历的一些情感和行为问题。 

如果您看到您的孩子或青少年有以下任何描述的症状，就是时候 

必须开始与学校的心理学家/社会工作人员、辅导员或医生， 

就学生心理健康展开对话了。本手册将帮助您了解要问哪些问题， 

以及为您提供哪些资源。当家长意识到他们的孩子在情感或行为上挣扎时， 

寻找理由或责备某人是很常见的。身为父母，我做错了什么吗？ 

他们是否受到同辈的影响？他们被欺负了吗？也许他们的老师 

对我的孩子太苛求了？是因为社会的影响吗？我的孩子应该受到责备吗？ 

这并不奇怪，因为已知的各种因素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发病有关。然而与 

身体疾病一样，遗传和生物学往往是重要的因素，但其他问题，如压力、 

创伤和是否存在积极的社会支持，也已知会影响心理健康状况的发展。 

这是罕见的，当心理健康状况的原因可以减少到一个因素。由于心理健康 

问题的复杂性，干预补救也具有多方面性。  

 
根据疾病控制

中心(CDC),仅

一半的精神疾

病儿童受到及

时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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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问题 
所有的孩子都会感到焦虑。有些焦虑甚至是可预料的，在发育的特定时期是正常的。例如，

从大约8个月到学龄前，健康的孩子在与父母或他们亲近的人分离时，可能会表现出强烈的苦

恼（焦虑）。特别是年幼的孩子往往有短暂的恐惧，如害怕黑暗、暴风雨或陌生人。然而，

当孩子的恐惧或紧张开始干扰他们的日常功能，看起来恶化，或导致不寻常的困扰时，他们

可能患有焦虑症。  

 

 

您的孩子是否 . . . 
■ 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担心了？ 

■ 担心家庭、学校、朋友或活动？ 

■ 经历重复的，不需要的想法

或行动？   

■ 过分担心尴尬或犯了错误？   

■ 避免社交场合？ 

■ 对特定的事情或情况有极端或不

寻常的恐惧？ 
 

■ 拒绝上学？ 

■ 很难入睡？ 

■ 经常做噩梦？ 

如果是这样，那么是时候开始与您的学校心理

学家、学校社会工作人员、辅导员或社区心理

健康专业人士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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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冲动或多动的问题 
每个孩子都可能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冲动和、或多动的迹象。但是，有问题的孩子比其他同辈

的孩子，更频繁、更强烈地显示出这些症状和行为。这会干扰他们的学习、行为或人际关系。根

据《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多动症是最常见的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在8至15岁的儿童中占8至

9％。 

 
 

 您的孩子是否 . . .  

■ 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心？ 

■ 对细节不专心，粗心错误？ 

■ 丢失学校用品或忘记上交家庭作业？ 

■ 无法完成课堂作业和家庭作业？ 

■ 无法听和跟随成人多重的指示？ 

■ 不耐烦地脱口而出答案，打断或闯入别人 

的谈话？ 

■ 经常烦躁或辗转反侧不安，跑来跑去或 

过度攀爬？ 

■ 话太多，无法悄悄地玩？ 

 

如果是这样，那么是时候开始与您的学校 
心理学家、学校社会工作人员、辅导员或 
社区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联络。 



9  

行为问题 
有时，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都可能是反对派，违反规则，不服从父母和老师，好辩和在言语

或身体上具有攻击性。当这种行为变得很频繁和一致性，与其他同龄孩子相比特别显著，并

且会影响儿童或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活动时，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您的孩子是否 . . .  

■ 对人或动物具有侵略性？ 

■ 破坏财物？ 

■ 欺骗，撒谎或偷窃？ 

■ 违反严重规则？ 

■ 经常发脾气？ 

■ 与成年人过度争论或反抗，

拒绝遵守成人的要求？ 

■ 故意试图惹恼或扰乱别

人？ 

■ 玩火？ 

■ 涉嫌服用违禁药物？ 

■ 表现出无法控制的愤怒？ 

如果是这样，那么是时候开始与您

的学校心理学家、学校社会工作人

员、辅导员或社区心理健康专业人

士联络。 



1
0 

 

情感问题 
悲伤、抑郁、孤独和情绪波动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儿童和青少年的生活。然而，当悲伤或情

绪波动恶化，变得严重到干扰您孩子或青少年与同学关系和活动时，它已成为一个更严重的问

题。虽然抑郁症可以由重大损失或创伤触发，但它也可以“出乎意料”，没有可识别的原因。 

 

 
 
 
 
 
 
 
 
 
 

 

 
 
 
 
 
 

 

如果您认为您的孩子可能自杀或需要立

即关注，不要离开他/她，不让他/她独

处，并联系911或科罗拉多州危机服务

（致电1-844-493-8255，或发短信

“TALK”至38255）给受过培训的危机处

理辅导员。 

   您的孩子是否 . . .  

■ 想自杀的念头？ 

■ 感到悲伤或过度哭泣？ 

■ 有失去兴趣或享受最喜欢的活

动？ 

■ 经常易怒？ 

■ 疲劳，没精神或有难以集中注意

力？ 

■ 睡得比平时多还是少？ 

■ 吃得比平时多还是少？ 

■ 经常抱怨身体疾病，如头痛或胃痛？   

■ 感到绝望或表现出自卑？ 

 

如果是这样，那么是时候开始与您的学校 

心理学家、学校社会工作人员、辅导员或社 

区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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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残 
近年来，青少年和年青人故意自我伤害（例如自我割伤

或烧伤）的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年轻人自我伤害

的原因有很多，但最常见的是尝试以不健康的方式处理

痛苦的情绪和思想。它可能是一种自我惩罚的方式、在

他们麻木的情感上感到还活着、模仿朋友、尝试在某些

音乐中美化的行为、或者有时作为一种操纵其他人，以

提供注意力或感情上的滋养。 

如果您的孩子有自残的行为，很重要的要
记住几件事： 

■ 对您的孩子是有挽救的方法和希望。自残是可以治

疗的问题。孩子可以学习以健康的方式应对困难。

马上开始与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联络。 

■ 保持镇定，不要责怪（自己或您的孩子）。如果

您的孩子感到被责备或受到攻击时，他们对您的

开放度会降低。 

羞耻也可会造成恶性循环不断。营造一个让孩子

感到安全的氛围，与您分享他们的想法和感受。 
 

■ 与您的孩子制定计划，其中包括告诉您何时他们感到自我伤害， 

并帮助他们制定一系列健康的应对策略，以处理难于解决的情绪， 

和与自我伤害不同的活动。 

■ 在适当的时机继续设定一贯合理的期望和纪律，但不要因自残而惩罚他们，或对身体进行侵

入式的检查。正面的关注您孩子以健康的方式控制自己情绪的努力。 

■ 尽管大多数自残者并未主动寻死，但许多人仍在自杀念头中挣扎。不要害怕问您的孩子是

否有自杀的念头。 

■ 不要过度注意这种行为，因为这可能会无意间增强这种行为。创建安全沟通的环境：与您的

孩子谈谈他们为何自残的原因 - 记住他们的感受和观点是真实的，即使从成年人的角度看

他们似乎很愚蠢。 

■ 移除用于自残的物件和破坏自残仪式的成规。 

您的孩子是否 . . . 

■ 穿着不寻常的衣服（夏天穿长

裤和/或长袖）？ 

■ 与家人隔离时间太久？ 

■ 有割伤、瘀伤、疤痕或烧

伤而无法解释？ 

■ 听颂扬自我伤害行为的音

乐？ 

■ 与自残的同学交往？ 

 

如果是这样，那么是时候开始与您

的学校心理学家、学校社会工作人

员、辅导员或社区心理健康专业人

士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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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和慢性压力 
适度和可预测的压力，有助于孩子做好应对世界的准备。然而，在儿童发育期间，长期、严重或

不可预测的压力或反复的创伤是有问题的。大脑发育受到影响，导致对孩子的身体、认知、情感

和社交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当孩子反复的感到害怕或焦虑时，他们可能会在真正安全的情况下做

出反应，好像受到威胁一样。这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行为、反抗或看似乎“退出”、并且心不在

焉。此外，当照顾者经历过度的压力时，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可能会受到损害。这会使孩子难以发

展积极的关系。 

 

   如果您的孩子经历过... 

■ 长期被忽视或遗弃 

■ 重复的侵入性医疗程序 

■ 看护者滥用药物或有精神疾病 

■ 身体、性或情感虐待 

■ 遭受家庭暴力 

■ 家庭经济困难的重担 

■ 其他情境创伤（自然灾害，意外） 

■ 在母体子宫内接触过药物，或酒精， 

      或孕妇压力 

■ 失去主要照顾者 

■ 幼年中断过看护 

■ 反复经历种族歧视或其他形式的 

歧视或非人性化的迫害 
 

     如果是这样，那么是时候开始与您的学校 
   心理学家、学校社会工作人员、辅导员或 
   社区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联络。 

儿童和青少年历经创伤事件

呈现的反应可能包括： 
■ 侵略或反抗  

■ 退缩  

■ 社交和/或学习困难  

■ 冲动 

■ 恐惧  

■ 分离焦虑（特别是在幼童）  

■ 睡眠障碍/噩梦  

■ 对正常活动失去兴趣 

■ 注意力降低 

■ 学业低落 

■ 愤怒/易怒  

■ 过度警惕：过度了解他们周围所有情况  

■ 分离：与正在发生的事件切隔  

■ 难以建立信任关系 

■ 缺乏同理心 



 

我有一些疑问...现在怎么办呢？  
阅读此信息后，您可能会发现您有更多的疑问，与专业人士交谈会很有帮助的。以下的步

骤将为您提供所需的信息和资源，让您的孩子或青少年得到他/她所需的帮助。 

■ 联系您学校的心理学家、社会工作人员或辅导员，了解有关可用的学校资源以及社区 

资源和建议的更多信息。 

■ 如果您希望使用健康保险为您的孩子支付心理健康治疗的费用，则应首先检查一下您 

所拥有的福利类型，以及是否需要去看某些心理健康治疗的提供者。如果您有了治疗提供 

者的列表，则可能需要与学校的心理学家或社会工作人员共享该列表，以获取可能的建议。 

当您联系治疗的提供者时，请确保您的保险可以支付他们提供的治疗费用。 

■ 如果您没有健康保险或健保没有覆盖心理健康治疗项目，学校的护士可以提供有关儿童 

保险的信息。您也可以浏览www.cchp.org - 儿童保险（CHP+）。CHP+和Medicaid是针对 

科罗拉多州未投保的儿童和孕妇，是免费或低费健康保险的选择。有些家庭常常惊讶地发现 

具有福利的资格。此外，下一章节中列出的许多社区机构，为没有保险的家庭提供减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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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资源 
您可能需要与您的医生讨论您的忧虑。他们可以帮助排除导致情绪或行为问题的身体状况。 

他们可以讨论社区现有的各种治疗协助，如社区精神健康中心、私人诊所、私人治疗师、 

宗教组织、医院等。然而，要记住的是，普通执业医师在情感和行为问题的培训和经验水平， 

与专门研究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员不同。 

 

以下是专门研究心理健康的不同类型的专业人士。他们都可以诊断出情绪和行为问题，可以 

提供治疗或咨询。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之间所提供的服务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可以根据他 

们的专业或您的孩子、青少年和/或您的家人的需求，提供家庭、团体或个人诊疗。如果诊疗师 

建议家庭咨商诊疗，并不表示您做了错事或是不好的父母。通常，帮助儿童或青少年的最有 

效方法是与全家人一起，寻找新的互动方式。 

 

心理健康专业人员 

■ 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医生 - 接受过有关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诊断 

特殊培训的医生。精神科医生如果需要，也可以开药。但是， 

精神卫生领域的大多数专业人员都同意，对于大多数情绪或行为 

问题，咨询和药物治疗一起比单独使用药物更有效。 

■ 临床心理学家 - 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心理学或博士学位） 

(Psy.D. or Ph.D.)  

■ 临床社会工作人员 - 拥有社会工作硕士学位（M.S.W.或L.C.S.W.） 

不应与人类服务部的案例工作者相混淆。 

■ 持照专业顾问 - 拥有心理学，咨询或相关领域的硕士学位（L.P.C.） 

■ 婚姻与家庭诊疗师 - 拥有硕士学位，并在婚姻和家庭治疗方面接 

受了特殊的培训和教育（L.M.F.T.） 

■ 精神科护士执业者 - 拥有护理学硕士或博士学位，并接受考试 

以取得 P.M.H.N.P.的认证。 

■ 牧师咨商师 - 具有临床以及牧师培训和教育者（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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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会面之前 
在与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会面之前，您需要花几分钟与他/她电话交谈。询问他们对患者诊疗的

方式、理念、专长或专业，以及他们接受什么类型的保险。如果您对此人感到满意，请预约

时间。 

在赴约之前，您将需要为您的孩子或青少年做准备。根据他/她的年龄，您可能想要将诊疗

师介绍为帮助者、教练或医生。提醒自己和您的孩子或青少年，与治疗师的会议不是对不良

行为的惩罚，而是进行改变的机会。 

如果您觉得第一位专业人士没有帮助或不适合您的孩子、青少年或家庭，不要放弃。作为

消费者，您有权与诊疗师分享您的忧虑，甚至可以联系另一位专业人员寻求您所需的帮助。 

 
  

  您可能想要问的问题： 

■ 您的学历和诊疗培训是什么？ 

■ 您在处理此类问题方面有多少经验？ 

■ 您拥有哪些专业培训和执照？ 

■ 您要进行哪种治疗？（谈话，意想，艺术/音乐 

治疗，角色扮演，游戏治疗等。） 

■ 对于孩子或青少年的治疗课程，我应持有什么期望？ 

治疗课程会持续多久？ 

■ 您如何让父母参与孩子的治疗？我有机会学习用不同 

的方法与孩子相处吗？ 

■ 如何确保我孩子或青少年信息的机密性？什么信 

息我有隐私权，以及您和我的孩子之间保留哪些 

信息是机密的？您必须询问有关您和您的孩子法 

律限制下信息的机密性。 

■ 您愿意与我学生的学校心理健康小组交流或会见吗？ 

■ 您是否提供研究基础的治疗方法（例如认知行为治疗 

焦虑和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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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何从？ 
一旦决定寻求心理健康服务，下一个问题就是“我该何去何从” ？以下是几种选择： 

要求专业诊疗师名单 

致电您的保险公司，要求提供专业诊疗师的列表。通常，父母和照顾者会带上这份清单， 

向他们的学校心理健康小组咨询，以了解是否有关于任何专业人士的已知信息。您需要 

了解的信息包括： 

■ 您承保的范围有多少？ 

■ 期望什么样的共付额？ 

■ 是否有扣除的自费额？  

■ 您可以去任何一位专业诊疗师，还是必须使用经过批准的专业诊疗师？ 

要求推荐 

向您的学校心理健康小组寻求推荐名单。学校心理健康团队拥有广泛的资源列表 - 包括 

社区心理健康中心。 

社区心理健康中心 

社区心理健康中心为心理健康服务和药物滥用治疗提供了多种选择，包括：个人诊疗、 

家庭诊疗、支持小组咨询、育儿课程和精神病服务。每个中心还提供紧急服务。 

社区心理健康中心接受各种保险计划，CHP+和Medicaid。一些中心设有项目为某些没有 

保险的个人提供服务。 

第一步是拨打所提供的电话号码，并且安排接案初談预约。接案初談不是咨商会议，它用

于为您提供正确的服务。当您拨打电话时，许多问题都可有答案。如果是费用的问题使您

无法寻求帮助，请询问可用的选项。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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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ado Crisis Services 
1-844-493-8255 (TALK) 

或者传简讯：TALK to 38255 

www.coloradocrisisservices.org 

全天候24/7保密的危机支持，提供信息和心理健康

转诊给有需要的任何人。 
 

Health One Behavioral Health and 
Wellness Center 
303-360-3125 (主机线) 
844-556-2012 (危机线) 
https://auroramed.com/campaigns/behavioral-
health  两个地点提供危机评估服务，全天候24/7开
放。Medical Center of Aurora – 700 Potomac St., 
Aurora 80111 (无需预约) 
Centennial Medical Plaza – 14200 E. Arapahoe Rd., 
Centennial 80112 （请注意：危机评估将在此地点通
过视频聊天进行。） 
   

Children’s Hospital 
Anschutz Medical Campus 
Pediatric Mental Health 

Institute 720-777-6200; 周一至

周五，早上8时-下午6时 

https://www.childrenscolorado.org/doctors-
and- departments/departments/psych/ 
13123 E. 16th Ave., Aurora 80045 

为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Aurora Mental Health 
Center 303-923-6500 (无需预约

危机中心) 303-617-2300 (非紧急) 

www.aumhc.org 

无需预约中心 –  2206 Victor St., Aurora, 80045 

护理连接服务 – 791 Chambers Rd., Aurora, 80011 

无需预约；开放周一至周四：早上8时-晚上7 时，周

五：早上8时-下午5 时，帮助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应

对精神疾病和情绪困扰的专门计划。可以在网站上找到

其他地点。 

 
 

 

保留此页面方便为未来作参考。 

Highlands Behavioral Health System 
720-348-2805 (接案初談) 

www.highlandsbhs.com 

8565 S. Poplar Way, Littleton 80130 

全天候24/7心理健康评估；欢迎无需预约。 

All Health Network 
303-730-3303 (紧急/危机干预) 

303-730-8858 (非紧急) 

www.allhealthnetwork.org 

24/7 无需预约中心 – 6509 S. Santa Fe Dr., Littleton, 

80120 提供心理健康、行为健康和药物使用的治疗。可以

在网站上找到其他地点。 

Families First 
877-695-7996 

www.familiesfirstcolorado.org 

家长教育课程和资源。 

National Suicide Prevention Lifeline 
800-273-8255 (TALK) 

全天候24/7，为您或您所爱的人提供痛苦、预防和危机资源

免费和保密支持。 

CCSD Parent Academy 
720-554-4247 

https://www.cherrycreekschools.org/Page/2780 

由樱桃溪学区心理健康和辅导员提供的一系列低费的

育儿课程。 

Parent Information Network (PIN) 
www.pinccsd.org 

当地和全国的演讲者，主题与当前育儿相关。 

Colorado Safe2Tell 

1-877-542-7233 
safe2tellco.org 

使用24/7匿名报告工具报告

秘密消息和安全问题。 

 

http://www.coloradocrisisservices.org/
http://www.childrenscolorado.org/doctors-and-
http://www.childrenscolorado.org/doctors-and-
http://www.aumhc.org/
http://www.highlandsbhs.com/
http://www.allhealthnetwork.org/
http://www.familiesfirstcolorado.org/
http://www.cherrycreekschools.org/Page/2780
http://www.pinccsd.org/


 

 您的学校资源 

 

 
 
 
 
 
 
 
 
 
 
 

 

 

 
  如果我的孩子能再次被养育一次， 
  我会先建立自尊，然后再建房子。 

                              我的手指将会用来涂画，而不是指点。 
                                我会更少地纠错，更多的沟通。 
                            我不会盯着时间，而是用眼睛好好地观看。 
                                    我会多远足，多放风筝。 
                            不再假装玩认真严肃，而是认认真真地玩。 

我会跑过更多的田野，凝视更多的星星。 
给予更多的拥抱，而不是推拉。 

Diane Loomans, from “If I Had My Child To Raise Over Again” 

 

 
 
 

 
 

 
学校心理学家     学校社会工作人员     学校辅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