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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师生有效沟通的策略研究

澧县城关中学课题组 周代湘 严清舫

家庭教育方式对农村小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

澧县双龙中学课题组 胡生平 谢光建

澧县双龙乡中学研究课题《家庭教育方式对

农村小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2006年 6月经

常德市教育科学研究小组批准， 确立为常德市

2005—2007年度补充立项课题。 2008年 12月，

经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湖南省

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立项课题。 课题批准号：

XJK08CXL006，主持人刘友习。

本课题中的“家庭”根据小学生的监护人与

教养状况分为三类：一是自然家庭，指学生由父

母双方直接教养的家庭；二是单亲家庭，指学生

只有父母中的一方教养的家庭； 三是寄养家庭，

指学生不由父母直接教养的家庭。

目标是探明农村小学生家庭的不同类型与

家教方式，及其对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探索

构建学校、家庭和社区和谐合作，优化农村小学

生家庭教育方式的有效机制，从而为我国农村小

学家校一体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新鲜经验。 总

的思路是从调查入手， 弄清农村家庭结构类型，

探明不同类型家庭教育方式现状对小学生心理

健康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优化农村家

庭教育方式的操作体系。 在研究农村家庭教育方

式对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时，以调查法和测验

法为主，文献法为辅。 在探讨优化家庭教育方式

策略时，以行动研究法、测验法为主，以个案法、

观察法、经验总结法为辅。 将定量与定性研究、纵

向与横向研究有机结合。

一、研究过程

2006年 9月，课题组为了了解农村小学生家

庭结构，探明其家庭教育方式的现状，在澧县双

龙乡中心小学、万胜小学、界湖小学、杉林小学、

天华小学、涔南乡中心完小、如东乡枫林完小、太

青乡狮象完小选取了 647个家庭作为调查对象

进行问卷调查，于 2006年 11月写成《农村小学

生家庭教育方式的现状调查报告》和《农村小学

生家庭监护人及教育方式的调查分析》两篇有分

量的研究成果发表。

2008年 4月， 课题组在心理学特级教师、全

国心理咨询职业资格考评湖南省鉴定中心特聘

教授杨铮传的指导下， 采用华东师范大学周步

成教授修订的《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和

《学习适应性测验（AAT）》量表，对双龙乡中心

小学、盐井镇伍家岗中心小学、宜万乡白莲中心

小学的 1231名学生进行心理调查。 调查农村小

学 1-3 年级学生学习适应性情况，4-6 年级学

生心理健康状况，于 2008 年 5 月写出了《农村

小学四、 五年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

2009年 3月至 4月，澧县团县委、县教育局确定

我校课题组参加由团市委、 市教育局组织的全

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活动，于 2009年

9月写出 1万 8千字的《澧县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状况调查报告》发表。

为了弄清不同类型家庭与家教方式对小学

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我们以双龙乡中心小学中、

高年级 170人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周步成教授的

《亲子关系诊断测验（PCRT）》进行测评，结合班

主任掌握的信息，基本弄清了家长的管教态度与

行为方式。 又在 170名学生中选取三种不同类型

家庭和家教方式有严重差异的 86名学生作为个

案进行研究，初步探明了目前农村小学生家庭教

育方式与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

课题组制定了课题行动研究方案，构建研究

平台， 实施优化农村家庭教育方式的操作计划。

（1）建立健全了一个家长学校，设立了大美新村、

双新、金荷、天华四个家庭教育辅导站。 聘请心理

学专家杨铮传、家教专家谢承文、皮远文、郭泽

生、宋绪正等对家长进行家教指导。（2）开拓了一

条亲子情感通道。利用“三·八”妇女节、端午节、中

秋节等传统节日，通过电话、网络、书信等形式，

增进亲子沟通、情感交流。（3）每年利用国庆长假、

春季开学开展亲子互动，改善亲子关系，尤其是

单亲家庭和寄养家庭的亲子关系。（4）开展“构建

家教平台，共育留守花朵”的全校性家访活动。 二

年来，受访家庭达 1370户次。 家校结合，让家长

努力探求良好的家教方式。（5）从 2006年 6月本

课题市级立项开始， 我校设立了心理咨询室，为

家长常年提供亲子教育方面的咨询，同时设立知

心话信箱，为学生及其家长提供优化亲子关系的

绿色通道。（6）从 2010年春季起，全校 3-6年级

每周开设一节“团体心理辅导”校本课，将优化亲

子关系作为课程的重要内容，编写了《优化亲子

关系团体心理辅导》文本。

2009年春，澧县妇联确定我校为全县农村唯

一的“家教实验基地”，并隆重授牌。 我们以此为

契机，与澧县一完小、二完小、复兴、盐井、梦溪、如

东中心小学形成了优化家庭教育方式研究网络，

并指导复兴、盐井、梦溪、宜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及优化家教方式工作。

二、形式观点

1、家庭教育的动机大都相同，都具有望子成

龙的主观积极性，但家教方式却各不相同，因而

效果迥异。

2、 农村家庭教育方式主要有放任型、 专制

型、矛盾不一致型和民主型四种类型。 其中占主

流的是民主型，占调查总数的 47.3%� ，其它三种

类型总共只占 52.7%。

3、家长的教养方式具有类型差异，自然家庭

的教育方式多为民主型，单亲家庭由于“爱的失

衡”，容易滋生溺爱型的教育方式，寄养家庭由于

“寄养”的特殊性，造成对学生成长的自由放任。

4、据我校课题组调查分析，农村 4-6 年级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总检出率为 22.78%， 较严重

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为 10.56%。 不良的家庭教育

方式是造成农村小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偏高的

重要原因。

5、 原生态家庭教育方式对农村小学生心理

健康有双重影响，其双重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是祖辈的教养方式影响其父母的教育方式，从而

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二是祖辈协同父母教

育孩子时，祖辈与父辈的教养方式同时直接影响

孩子的心灵成长。

6、影响家庭教育方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有

主要监护人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家长工作状

况、家庭成员主要休闲方式等，其中观念的优化

是核心。

7、家教方式类型是动态变化的，与三种类型

家庭也并非线性关系，其现实状况受制于亲子关

系的优化再教育。

8、 农村小学对本地区家庭教育的干预具有

主导性、指导性。 体现在创建特色家长学校、构建

社区家教辅导网络（包括村组）、建立家校沟通的

有效机制等各个方面。

依据以上观点，我们在国家、省、市报刊发表

了系列论文并屡次获奖，使本课题研究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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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中的“师生”分别指初级中学的教

师、 学校管理人员和七至九年级的在读学生，

师生之间形成相互对应的关系，即相关教师的

直接学生和相关中学生的直接教师。 在这种共

同的关系和活动中， 教师将通过有效语言、适

用合理的协调方式，把某种意思、观念传达给

学生，并让学生了解这一意思或观念，达到真

理解和认同。

我们的研究， 初步形成了一些方面的成

果。 从内容和形式上看，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容

上的，以情感人的情感策略成果和以理服人的

综合管理成果；二是形式上的，以规范沟通形

式的沟通用语策略和构建一般模式。

一、以情感人的沟通策略

以情感人是语文老师和女老师的拿手好

戏。 百炼钢成绕指柔，以柔克刚，通过细腻的感

情，触摸孩子心灵中最为柔弱的部分，来打动

学生的心，感化、软化青春期孩子倔强的、钢硬

的心肠，化解坚冰，与之对话、交流沟通。 刘银

辉老师的公开作文课《那一次，我流泪了》，就

是情感沟通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全国中语学会

组织的活动中，获得了国家级一等奖并被示范

观摩。 黎华美老师针对男生蓄长发的沟通案

例，令人动容。 以此案例写成的论文，《师生有

效沟三论》，送省评奖。 送省评奖的论文《语文

课堂教学师生有效沟通策略初探》（刘银辉）、

《有效沟通的策略》（赵慧）、《加强师生心灵沟

通， 建立良好的新型师生情感关系》（符云南）

等论文，都对情感沟通策略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和论述。 更有一大批实践者，春风化雨，以自己

的热情，关怀、温暖学生的心，打开了少男少女

们一把把情感的心锁， 纷纷敞开自己的心扉，

快乐地同老师交流沟通，解除心中疑惑、迷茫

的心结，卸下顾虑和包袱，轻装前行，完成学

业，健康成长。2010届 C244班主任老师叶静就

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班主任代表，她接手一个

班 57 名学生，毕业升学考试时，还是 57 名学

生，一个都没有少，连学校有名的调皮生王朝

晖和胡俊，也服服贴贴听从管教，顺利完成了

学业。 2010年下期，叶老师接手初一新生的班

级带班任务，不长时间，他便把班级带成了一

个凝聚的班集体。 叶老师说了一个细节，她谈

学生的纯真和认真，令老师十分感动。 那是在

早到校的时候， 叶老师收取十月份的生活费，

老师根本没有说，学生自觉成长队，从讲台上

一直排到了教室的外面，自觉地形成了良好的

秩序。 因而叶老师十分动情，禁不住感慨，用真

心同学生交流，用真情同学生沟通，他们就会

对你产生无限的信任，凡事都会得到很好的贯

彻执行，形成良好的秩序，这样，不用多的说

教，优良的班风也就很容易形成了。 主管的严

校长也说，让善于同学生沟通的叶老师做为年

级的领头羊，打头阵，能带领好一个年级的学

风。 因此，上届把她安排在年级的头一个班级，

这一届， 仍然安排她带领年级头一个班级，引

领一个好的风气。

二、以理服人的沟通策略

主要以现实的学校管理和班级管理为主。 但

不论管理还是教学， 有道理就服， 没有道理就不

服，这是一种潜在的沟通，这是一种人内心里对于

公正和平等的需要与追求。 如果不能满足人们的

这种需要与追求，人们便会消极反抗，产生抵触和

对抗情绪，人为增加沟通障碍。 所以，消除管理中

不合理的部分，能有效增强沟通的顺畅。

管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理顺一些关

系。 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和摸查情况，发现在管

理方面， 曾经主要存在着三个方面的无效沟通

现象：其一是不能以身作则。 在研究师生有效沟

通策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从这个无

效沟通的案例，也意识到身正为范的特别意义，

一方面调整沟通策略的同时， 一方面向学校建

议，加强对教师为人师表的教育，要求学生做到

的，老师首先要坚决做到。 为此，学校重修了师

德管理制度。 特别是要求班主任和学校管理人

员（聘请的门卫、保安人员也不例外），必须以身

作则。其二是虚假和欺骗。我们在吸取无效沟通

教训的同时， 向学校建议， 为培养人的目的出

发，不要让教育者从事有关商业行为，而且学校

商店中，严格禁止出售烟酒等商品，也要教育老

师，进一步加强师德修养，为师生有效沟通打下

人格基础。 其三，是偏私护短。 我们一方面总结

教训，一方面批评个别教师的偏袒行为，加强教

育沟通，告诫老师提高认识，我们的管理手段是

对学生的一种教育和管理， 不是有意针对师个

人的，为了共同的教育目标，不可因私废公。 另

一方面，我们理直气壮地为管理者撑腰，维护公

正平等的价值观念。

我们不断理顺管理关系，制定了周密的班

级管理制度和优秀班级评比制度，形成了“问

题积累法”的有效沟通的策略思想，逐步构建

了师生有效沟通的一般模式。

“问题积累”是对于解决问题的一个全面

性考虑的方法论问题。 首先在于深入实际，善

于观察了解，发现问题；其次是善于分析问题，

对于存在的问题进行“积累”，分门别类，分清

楚哪些属于善意的问题，哪些属于中性的或者

发展中的问题，哪些属于倾向性而亟待解决的

问题，分清问题的性质和轻重缓急，有先后、有

层次、 有条理地解决沟通和工作中的问题；第

三是处理和解决问题。 处理和解决问题是一个

渗透着有效政策的策略性问题。 对于第一类问

题，即善意的问题，可以通过时间的淡化或者

自觉的可以消化的问题， 即能够自愈的问题，

可以束之高阁，以信任的眼光，宽容的态度，鼓

励自我解决。 因为我们沟通的目的就是解决问

题，既然能够“自愈”，能够达到目的，我们何乐

而不为呢？ 因此，我们花了大力气，倡导学生能

够自我解决问题。 这既是培养学生生存处世能

力的一种方式，也是沟通的一种策略。 为此，我

们专门对学生进行了处理解决问题的教育和

辅导，教授给一定的程序：自我解决———求助

或投诉———司法援助，且把自我解决视作最佳

途径。 对于第二类的问题，即发展中的问题，要

寻找解决的时机，关注其发展变化情况，必要

的情况下，进行干预，使其不致于发展成为严

重的问题，把握可控性。 对于第三类问题，必须

要解决的倾向性问题，突发性问题，共性的问

题，进行“各兵种的配合”，充分调动班主任、政

教处、校长、家长乃至于司法执法机关，想方设

法处理解决问题。 这种问题积累法，是我们在

此研究师生沟通策略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思想，

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推广适用的普遍意义。

三、形式上的沟通用语策略

沟通的角语， 是进行有效沟通的表现形

式。一是要注意沟通过程的规范用语。文明、礼

仪的语言是沟通的必要语言。 规范“沟通用语”

的原则，即是用语要尊重对方的人格，千万不

能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老气横秋，不要把自己

太当回事，不要时时刻刻、处处把自己当成救

世主、高权威、大领导，不能用命令的用语，要

以平和的心态、密切的用语，不急不躁的节奏，

同学生沟通。 方能引起沟通对象的共鸣，引发

交流沟通的欲望。 二是要注意沟通用语贴近学

生的学习和生活，轻松、自然的幽默，甚至有必

要添加或者点缀一点时尚的、网络的、新新人

类的语言，引发学生交流沟通的兴趣，增强人

格魅力。 我们有两位地理老师，在这方面有成

功的实践和尝试，她们根据自身教学实践写就

的论文《激活地理兴趣话题， 引导积极沟通》

（易玲霞）、《师生之间良好的言语交流》（俞元

香），很好地论述了这个方面的问题。 三是沟通

语言的内涵，要体现悲观悯人的情怀和公正平

等的终极价值精神。 这种情怀和精神，是人类

情感共同而共通的东西，是拔动人心弦、叫人

产生共鸣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要素，渗透进

这样的因素，一方面彰显了沟通者深厚的人文

素养，另一方面体现了沟通者的真诚和负责精

神，容易让被沟通者珍惜、动容、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