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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程实施的今天，师生关系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是
一种不容忽视的特殊人际关系。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既是新
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和基本任务， 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
重要条件之一。

一、 良好的师生关系对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过程中所起
的作用

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所组成的一种双边活动。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心理的激励力量， 通过师生的交往和交
流能激发起创造性劳动的巨大热情。 良好、 融洽的师生关
系，特别有利于处理教育过程中师生之间产生的矛盾，可及
时地把消极因素消灭于萌芽之中。 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学生
具有巨大的教育作用， 为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树立典范，使学生受到感染和熏陶，学会如何与人相
处，怎样做人。

二、如何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
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关键在教师。教师要充分了解传

统师生关系和现实师生关系的内涵，结合新课程改革要求，从
学生的性格出发， 理解和尊重学生的正常需要。 在教学过程
中， 正确处理好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之间的关
系，认真贯彻启发式、直观性、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的教学原
则，提倡以人为本，使学生的学习能力、思维品质和情感因素
（包括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兴趣、性格、自信心、意志等）
得到充分展示与和谐发展。

理想的师生关系是以学生利益为出发点，通过教育教学，
从小事做起，处处关心学生，注重学生情感、心灵和个性，从而

使教育真正实现对学生关怀的终极目标， 使师生的关系相互
协调，相互默契，形成良性促进、共同发展的整体效应和优化
的育人氛围。

三、构建良好师生关系的策略
（一）转变思想，提高认识，从思想上进行武装
要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教师首先必须转变思想，提高认

识，从思想上进行武装。 作为一名教师，要心胸宽广，尊重他
人。 在教学方面要改变教学方法，做好学生的引领者，把学生
当做共同学习的探讨者与合作者。

（二）要真诚对待学生，关爱学生
教师只有真正地爱学生， 才能培养出有健全人格的社会

人才，只有付出真正感情的教师，才是合格的教师。作为教师，
不但不能歧视任何一个学生， 并且要善于去发现每个学生的
长处， 要切切实实地关爱每一个学生。 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
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得到学生的情感认同。

1.尊重学生的人格
从心理角度看，任何阶段的学生，都特别重视人格尊严，

自尊心十分敏感也非常脆弱。 所以， 教师必须尊重他们的人
格，保护他们的自尊心，这是让学生理解师爱最基本，也是最

关键的一点。
2.关心和爱护每一位学生
真正关心和爱护学生，不仅要在思想上、学习上、生活上

等给予关心，而且要具体体现在实际行动上。 不论其成绩是好
还是差， 不论其家庭富裕还是条件较差， 不论其是否犯过错
误，班主任都要一视同仁，不搞特殊化，不偏见，公平、公正、平
等对待他们。对某一个学生来说,五分是最好的标志，对另一个
学生来说，三分可能就是很大的成功。 教师要切实关心爱护每
一位学生,使他们每一节课、每一天都有所收获。

3.重视语言艺术，把学生当朋友看待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语言艺术

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非比寻常。 要建立和谐师生关系恰恰要
注重教师的语言艺术，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的语言是一种
什么也代替不了的影响学生心灵的工具。 教育的艺术首先包
括说话的艺术，同人心交流的艺术。 ”真诚地对待学生是建立
和谐师生关系的基础。

四、结论
师生关系作为学校环境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贯穿整个

教育教学过程， 这一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教育教学效
果、学校培养目标的实现，关系到学生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
如果师生关系处于一种民主、平等、信任、理解的状态，那么它
所营造的和谐、愉悦的教育氛围必然会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课程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 希望我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
能正确对待师生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良好的师生关系，帮助
孩子健康成长。

如何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邵阳市绥宁县长铺镇第一小学 黄 鹂

和“娃儿们”一起成长
长沙市雅礼雨花中学 郑碧颖

每一名班主任都希望班里的学生听话、懂
事、守规矩，可是，每个班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
些课堂上让你烦心，教育时让你揪心，常规上让
你劳心，生活上让你操心的孩子。 和这些孩子打
交道，教师得使出浑身解数，对某些顽固分子，甚
至还得瞪大眼睛，动用粗嗓门，红着脖子发发飙。 一来二往，这
些孩子出入办公室的时间多了，其他老师也熟悉他们了，都喊
他们“娃儿们”。

向明（化名）是我班好动“娃儿们”中最具代表的一个，他
是一个头脑灵活、 思维敏捷的孩子。 由于受家庭环境的影
响，他缺乏克制力，个性嚣张放肆，动不动就和同学发生矛
盾，几乎每天都有老师和学生来我这告他的状。 一开始时，
我对他耐心说教，接着我严厉训斥他，到最后打电话告知他
的家长，但家长也表示无能为力。 看来，走家校合作这条路
暂时是行不通了。 我仔细分析了向明的心理，他认为豪爽大
方能给他带来一部分追随他的朋友， 而且这种前呼后拥的
感觉让他非常得意。 向明还仗着自己还未成年，总觉得出了
事可以用钱来摆平，也不用承担责任。 有一次，班级的小喇
叭慌慌张张地告诉我， 向明和其他班的同学因为餐厅抢座
位起了口角，他们约好，放学后要在校门口算账，他还请了
自己在外面的朋友来帮忙。 我一听，这可不得了！ 思索一番
后，我把他喊到办公室，询问他最近的学习状态，此时我的
电脑里面特意播放着一些青少年因为小事聚众斗殴， 导致
过失杀人，小小年纪就关到劳教所的视频。 我注意到他的脸

色有点不自然，于是叹了一口气，说道：“哎，这些孩子，可真
可惜呀。 最美好的时光，却只能在监狱里面度过了。 ”向明弱
弱地问：“老师，小孩子犯了事也会被抓吗？ ”我说：“当然！ 国
有国法，家有家规，小孩同样也要受法律约束啊。 ”我趁机给
他科普了青少年犯罪的处罚和危害。 快上课时，我意味深长
地看着他说：“向明，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可千万别学他们毁
了自己啊！ ”一下午，我都发现向明在教室里面坐立不安，到
了下午放学的时候， 我又寻了个理由把向明叫到了办公室，
让他静静站在我的身边看着我备课。半小时后他有点忍不住
了，问到“老师，你把我喊到办公室干什么呀？”我看着他似笑
非笑地说：“你觉得我留你下来做什么呢？”他一言不发。我对
他说：“向明，你要做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现在半个小时过
去了，和你发生口角的学生已经由爸妈接回去了。 而警察说
不定就在外面等着你和你的朋友，你确定要出去吗？”他一听
脸都白了，争辩道：“这不是我的错。位子是我先抢的，我有事
走开了，他就占了我的位子不还给我。”我反问他：“如果是你
自己看到有空位，坐下来，而你后面的同学要求你让位，你肯
吗？ ”他摇了摇头。 我趁机说：“今天咱们看了视频，那些引发
命案的，都是由小事引起来的，这些事情都大大地超过了孩

子们的预估，造成了不可扭转的错误。 你也想因
为一个座位，就断送自己的大好前程吗？ ”他摇了
摇头。 我拿出手机摆在桌面上，轻声说：“事情因
你而起，你要把它处理好。 ”他拿着手机，走了出
去。几分钟后，他回来告诉我：“老师，我已经告诉

我的朋友不要来了，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处理好。 ”这件事情过
后，我和他的交流慢慢地加深，我发现这个孩子的乐感很强，
身体的协调能力也非常不错， 于是在文化艺术节来临之前，
我向音乐老师推荐他参加集体舞蹈。 他乐在其中，每次排练
都深得音乐老师的赞赏。 也许上天真的在关上一扇门时，一
定会打开一扇窗。

和娃儿们打交道的这几年，我也逐渐多了一些感悟。 教育
真的必须要持之以恒，不能急功近利，学生这么多年养成的“坏
习惯”，不是一个小小感冒，几包感冒冲剂一喝就能痊愈的。 也
许有的学生就像是一朵晚开的花， 需要护花人每天去看看，浇
浇水，修修枝。 如果对这些学生急于求成，或者放任自流，都会
毁了他们。 做老师，尤其是班主任，对每个学生都要不抛弃，不
放弃。与娃儿们斗智斗勇的同时，老师们也磨练了意志和心性，
增长了经验。对于年轻老师而言，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笔财富，也
许若干年之后，当你看到曾经让你头疼的那个“娃儿”笑眯眯来
看望你时，你的这种感觉会更加深刻。 因此请不要抱怨改变一
个学生的艰难，不要埋怨学生为什么那么难达到你的要求。 请
记住，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朵花，只不过有些学生的花期漫长一
些，这也许就是“百年树人”的真谛吧。

作文是人们综合性、创造性地运用语言文字，反映客观
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智力操作技能，是学生认识水平
和文字表达能力的体现。 作文教学不仅要让学生掌握表达
的方式，更应激发学生的表达愿望。 运用多媒体进行作文教
学具有“激趣”和“启能”的优势，现浅谈如下：

一、资料丰富，激情引趣
兴趣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内在动力，有了兴趣，学生

才能走进生活，品其情趣，产生写作的欲望，从而逐步养成
动笔的习惯。 作文课上学生最感苦恼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 硬着头皮写成的文字往往言之无物，内容空洞，没有时
代感。 其根本原因是学生没有走进生活，缺乏机会感受社会
时代气息。 而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恰恰能弥补学生课堂上
的这一“生活空白”。

一位老师在进行作文的开头训练时， 准备了大量有关
作文开头的写法、例子和这样开头的好处，并一一读给学生
听，结果大多数学生只记住了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听完了也
就忘完了。 鉴于此，这位老师改变做法，把这些内容放在学
校局域网里共享，运用多媒体进行当堂播放。 还要求学生课
后自行在电脑中搜索有关写作技巧，随时观看，随时记忆，
随时模仿。 此举不但使学生加深了印象，而且给学生以思考
和消化的空间。

多媒体教学可以给学生提供大量的视觉、听觉形象，能
使学生简便、快捷地直观现象，感觉真切、自然，甚至可以身
临其境，进入由形象、色彩、声音等混合构成的氛围，使教学
过程情境化、趣味化、形象化，诱发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加大

了有效信息的接受量。 这为丰富学生的表象，开拓学生的思
维想象力提供了基础。 通过多媒体进行作文教学，可突破时
空的限制，将人、事、物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既丰富了他
们的生活，又为他们提供了作文的素材，开辟了多向立体的
思维通道，促进学生观察力的形成、想象力的增强、审美能力
的提高。

实践证明，教学时根据作文要求，把特定情境和气氛运
用 CAI 媒体展现在学生面前，可强化作文材料的感性，丰富
学生写作素材，提高信息输入效率，减少中间环节，以声、形、
景拨动学生心弦、诱发学生写作动机。

二、激活思维，引发联想
多媒体教学通过声音、图像、文字、颜色、光彩、视听并

举，身心投入，左右脑并用，眼手耳脑多方位调动，对学生的
思维训练更趋灵活、全面、立体。 语言信息、音乐图像创设特
定情境，刺激控制形象思维的大脑右半球和控制抽象思维的
大脑左半球同时发挥作用。所以，多媒体设计的情景即“生活
显示、实物演示、音乐烘托、图画再现、参与体悟、语言描述、
想象创造”，能激发学生解放思想，使思维发散的广度和深度
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三、条分缕析，方便快捷
教师运用校园网将大量信息资料共享给学生，学生利用

电脑学习，比黑板的板书更富有趣味性。
一位语文教师事先在电脑中复制了“中学生作文超市”

的相关资料（“作文超市”中有丰富的作文素材，如：想查阅
“外貌描写”，下栏里有“眉毛、鼻子、眼睛、耳朵、装束……”，

可选择需要的种类，之后会出现“好词、好句、好段、名人名
段”，再次选择，很快就会出现所需要的内容），然后这位老
师把这些素材上传到局域网上进行共享， 学生通过简单的
操作程序，丰富的作文素材，清晰的内容展示，不但充实了
头脑，而且能够给写作带来方便。 更重要的是运用多媒体教
学，大大增加了课堂的容量，使有限的时间和思维得以拓展
和延伸。

四、充分展示，灵活修改
教师可以将一些好的范文配以适合的背景图片和音乐，

通过多媒体予以展示，让学生自己朗读，学生有了成就感，可
大大激发了其写作的积极性。

我们还可以利用文本形式对学生的作文进行集体讨论
修改，对那些要求修改的地方，可以用不同的颜色加以提醒，
把文字直观地展示在学生眼前，学生可以头脑清晰地加以分
析、评价，在集体讨论之后，立刻显示一篇修改后的习作，对
比效果直接明显。

在运用多媒体和校园网进行教学时，教师是导演，导演
出一幕幕场景；是画家，用斑斓的色彩展开生动的画面；是导
游，引导学生在语言的海洋中漫游……教师制造出一个强有
力的磁场，吸引着学生，全方位地、多元化地调动学生的视
觉、听觉、动觉，多层次地引导学生思维发散、拓宽思维境界，
使思维的广阔性、深刻性、独立性、敏捷性等方面得到训练，
从而发展学生的创造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素质。 作文教学
如果能坚持不懈地运用这种形式进行训练，对挖掘学生的作
文思维潜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利用多媒体进行作文教学之我所见
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松坡完全小学 周星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