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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达不满有妙招，“我信息”让你更有亲和力

当学生出现不良行为时，作为教师

有责任指出来，并帮助学生改正，但怎

样表达自己的不满，让富有个性的学生

能够接受，对教师来说是一个必须面对

的问题，这时“我信息”（ I-message）

的运用，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下面是

一则实例：

令教师不满的事由：学生未经教师

许可擅自离校。

“我信息”回应： “你未经许可离开学校（事实的陈述），我感到很担心，也感到

生气（教师心中的感受），我无法继续上课而到处找你（学生的行为对教师造成的影响）”。

“我信息”（I-message）通常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及需要，不包括对他人不良行为

的评价。“我信息”一般包含以下内容：（1）对学生的不当行为做客观的陈述。（2）对学

生不当行为的后果，教师表示出自己心中的感受。（3）陈述学生不当行为对教师所造成的

影响。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教师在表达“我信息”时，使用的是友善和相互尊重的口气，

不对学生不良行为进行评价，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说话者的真实感受上，使学生了解到自己

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从而产生同理心，自发地改变原先不当的行为。因此，通

过“我信息”表达自己的不满，可避免许多潜在的师生冲突，取得学生的合作。

教师向学生发送“我信息”时，一般可以按照如下的步骤：

1.先认清楚“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将注意力集中在说话者（教师）身上，我具体受

到何种影响、我的感觉如何？例如有时愤怒之下的真实感受其实是害怕、伤心、失望。

2.发送完整的我信息（目的在于让对方了解真正的原因）：“学生的行为＋教师自己的

感受＋对自己实质具体的影响。”例如：“当我在晚上查寝室时没有看到你，我很担心，生

怕你出了什么事。我一晚都没有休息。”一般以“当…的时候…”的方法起头，让学生了解

你是对事不对人。



1.1 为什么“你信息”会更伤人

你信息（you-message）是对孩子或

事物加以批判、猜想、评价、判断的信息。

通过你信息表达自己不满的感受，会将注

意力集中到学生的不良行为表现，如“这

件事情你做得不对”、“我觉得你在这方

面有问题”等，这种表达方式容易引起学

生内心的反抗。原因很简单，“你信息”

是一种具有敌对的、攻击性的表述。采用这种对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很难改变学生的行

为。

1.2“我信息”的南风效应

“南风效应”也叫做“温暖”法则，

它来源于法国作家拉·封丹写的一则寓

言。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谁能把行人身

上的大衣脱掉。北风刮着寒冷的风只会让

人裹紧衣服，而温暖的南风则会让人舒服

地脱下衣服。南风效应提示我们，对学生

的不良行为进行教育时，不要焦躁、态度粗暴，这样往往容易激怒学生，结果自然是一事无

成。而是要像南风那样镇定，通过“我信息”可以帮助学生客观地分析事情的利弊，充分地

和学生共享自己的真实感受，自然能让学生感同身受，取得良好的效果。

题目 1 “我信息”（I-message）通常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及需要，不包括对他人的评价。
A.正确 B.错误
题目 2 教师向学生发送的完整的“我信息”应该包括：“学生的行为＋教师自己的感受＋（ ）

A. 对学生的希望 B. 学生行为对教师所造成的影响 C.对学生行为的评价



2. 三心二意的学习：也很有效！

每到考试前，图书馆里就挤满

了专心背书的学生们，如果你还不

想挂科那么一心一意的复习肯定少

不了！一旦走出考场，所有背的“滚

瓜烂熟”的知识点随即烟消云散。

然而，在平日里不经意间看到的名

言警句，三心二意间听到的经典台

词却能让我们长久铭记。一心一意

的学习使我们记得快，忘得也快；三心二意的学习虽然记得慢，但忘得也慢。

2007 年，刘烨与付小兰两位心理学专家在外文期刊上发表文章认为：三心二意学习有

时候也很有效！他们发现当个体正在学习某项任务时，如果期间加入分心任务就会激活个体

的长时记忆，反之则这种效应不会出现。通俗来说，某人如果一心一意地学习，那么他虽然

可以在短时间内记住学习的内容，但这些记忆的内容并不一定能够保持很久；而如果某人学

习时三心二意，学一会开一会小差，虽然学习效率会降低，但他所学习的内容很可能因为他

的“三心二意”而与已有的知识产生联结，并被记录在长时记忆中，得到更长久的保持。

一心一意的学习使我们记得快，忘得也快；三心二意的学习虽然记得慢，但忘得也慢，

不同的注意状态可能适合不同阶段的学习。心理学家的结论给我们提供给了新的教学思考。

第一，从一心一意的专注学习到三心二意的分散学习。在刚刚接触新的概念时，教师要

引导学生一心一意学习，这样才能记得牢；而在概念熟悉后，要让学生在不同时段“三心二

意”的时常复习，使知识点记忆更加长久。

第二，从碎片化的三心二意学习到系统化的一心一意梳理。为了迎合当代学生的快餐式

学习习惯，教师可以将知识点化整为零，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碎片化的学习，学生即使三

心二意的学习也是没有问题的。再通过系统的梳理，通过一心一意的专注学习帮助学生形成

整体的知识结构。



2.1 注意的双加工理论

心理学家谢夫林认为人类有

两种注意加工方式：一种是自动

化加工，另一种是注意控制加工。

自动化加工是指不需要意志控

制，不占用注意资源的加工方式，

这种加工方式多表现于一些熟练

的技艺；控制加工是指需要意志

控制，并且占用注意资源的加工方式。现实情景中，自动化加工往往表现为三心两意的状态，

例如妈妈可以一边织毛衣一边和家人说话。而一心一意往往是指控制加工，比如小学生刚刚

学习写字时，每个字都是一笔一划专心致志地写，若不然就会犯错。两种加工方式也是相辅

相成的，在学习新技能时往往需要占用更多注意资源，这时就是控制加工；而当技能熟练了，

并达到自动化的程度时，就可以一心多用了。

1.2 注意的资源有限理论

在一条空旷的马路上，一位车

技娴熟的老司机可以悠闲的边开

着车边和车内乘客聊天。然而，当

前方突然出现紧急交通事故时，司

机便立即紧张起来，认真驾驶小心

操控，也不再和车内乘客说话了。

资源有限理论认为：人的注意资源

是有限的。在平坦道路时，司机因为技术熟练路况简单，占用的注意资源就少，也能够分心

和旁人说话。而当路况复杂时，便占用了司机大量注意资源。司机只得专心开车，无心与乘

客聊天了。资源有限理论认为所有的任务都要占用注意资源，且注意资源是有限的，是一心

一意还是三心两意完全取决于任务的难度。

题目 1 三心二意学习的结果具有的特点是？

A记得快忘得也快 B记得慢忘得也慢 C记得快忘得慢 D记得慢但忘得快
题目 2 一般来说，一心一意学习是指？ A自动加工 B控制加工



3. 直面校园暴力（一）：是什么让同学之间“拳脚相加”

小编按：

2014 年 12 月 10 日，江山二

中的徐某等 5名九年级学生，因

八年级学生严某某没有穿校服上

去盘问，双方发生纠纷。后来徐

某等人多次到班门口去找严某

某，但都没找到。12 月 12 日中

午，五人找到了严某某，并把她

带到学校教学楼东楼五层上面的

阁楼，轮流对其扇耳光，学生姜某某用自带的手机拍摄了视频。元旦小长假后的第一天，这

则视频在网上热传。从视频看，在打人过程中，5名女生又说有笑，表情轻松，但从视频中

的声音可以听出，打人者扇巴掌时并不手软，在短短的 1分 08 秒的视频里，被打女生遭 11

次掌掴，却没有丝毫反抗。

这则视频一经播出，引发了社会强烈的反响，校园暴力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人们不禁要问：现在的孩子是怎么了？怎么连女孩子都成为校园暴力的实施者？

对青少年校园暴力的成因，许多研究领域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与研究，而研究成果显示出

校园暴力冲突成因的复杂性（吴芝仪，2002）。

1.青少年身心特点

Fuhrmamn(1990) 认为青少年通常有较多情绪困扰、攻击性强、无法自我控制、自我

决定差等人格特点。青少年渴望独立自主，但又不具耐心，情绪不稳定，一旦遭遇外界不适

的刺激，容易未经思索而产生过度反应，引发冲突或暴力言行（蔡德辉、杨士隆，2002）。

2. 家庭因素

不完整的家庭结构，会使孩子在儿童时期缺乏适当的教养，无法习得正确解决问题的方

法。父母常对孩子施以暴力或忽视等造成创伤经验，都会增加青少年出现暴力行为的风险。

3.学校因素

学校的领导与管理的方式与校园暴力行为有极高的相关，独裁式领导与严厉的管教则易



使学生产生攻击行为（许春金等，1996）。教师如果对学生不关心、处理事情不公平等，也

会影响学生暴力行为的产生（李煜阳，1992）。学校中竞争越激烈，青少年获得成就感的机

会少，内心容易产生挫折与愤怒的紧张动机与压力，容易导致青少年从欺凌行为中去获得心

灵满足。

4.社会因素

社会的急速变迁与解组，使得传统规范的约束力松懈，在个人未能适当地接受良好价值

的洗礼时，易导致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发生。传播媒体的多元化和不良信息的肆意散播，使得

处于发展阶段，对信息尚缺乏自我辨识能力的青少年，由于长期耳濡目染、观察模仿，学习

到许多偏差的态度与暴力行为。

3.1 校园暴力“施暴者”的不良认知

施暴青少年对暴力行为在认

知上存在下列的扭曲(陈建安等,

2001）：

1.持有一种“自我满足”的道

德推理，只要我“爽”就行。

2.认为暴力行为是有益的行

为方式，暴力可以快速解决问题、

发泄情绪、获得好的名声及利益。

3.对“行为伤害的否定”，我只不过是要教训对方一下，下手有分寸，即使被老师或大

人知道了也不会怎么样，无须考虑后果。

4.否定他人尊严和生命的价值。对方就是该打，只有打他才能发泄内心的不满或获得快

乐。



3.2 怎样的学生容易成为校园暴力的受害者

1.孱弱型：这类学生性格懦弱，觉

得自己无法与施暴者抗衡，或者认为抵

抗可能招致更大的伤害，有一定的习得

无助感。加害人施暴容易得手，并可从

施暴的行为中，转移自己的挫折而得到

补偿或心理满足。

2.暴躁型：这类学生的个性暴躁，

容易和他人发生冲突，当强于对手时，

很可能成为施暴者，但一旦对手实力强大，则很容易成为受害者。

3.优秀型：此类学生由于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各方面表现优秀，很可能经常被老师作

为与行为不良学生的比较对象，易使加害者产生自卑感，而对其施以暴力。

3.3 校园暴力在什么情形下容易发生

1.有能力也有倾向的施暴者。校

园中的人际冲突引发暴力倾向，而拉

帮结派使施暴者具备了胆识和能力。

2.合适的施暴对象。有冲突对象，

而且受害者性格懦弱或势单力孤。

3.抑制者不在场。教师、家长等

抑制者不在场，所以寝室、空教室、大家不经常去的校园隐秘角落是校园暴力的高发区。

在上述三条件具备的情形下，加害者及被害者于特定的时空下聚合，校园暴力即有可能

发生。

题目 1 什么样的人容易成为校园暴力的高危人群。 A暴躁型 B孤僻型

题目 2 无抑制人在场更可能出现校园暴力事件。 A正确 B错误



4. 改变行为从敲开“心门”开始：试试登门坎技术

如果想在别人家门口竖一块

大而且不太好看的牌子，你能做到

吗?在一个经典的社会心理学实验

当中，实验者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

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几

乎所有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

再向他们提出在其门口竖一块写有

“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的要求，结果竟然有 55%的居民接受了。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著

名的“登进门坎效应”。

社会学家认为，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合理的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

要求的倾向。一旦他接受了他人微不足道的要求后，再拒绝后来的要求，就会出现认知上的

不协调。为了给他人前后一致的印象，他有可能接受后续更高的要求。这就犹如登门坎要一

级一级地登，这样能更容易地登上高处。

在教育过程中，当教师直接提出难度过高的任务或要求时，对方不一定会认真执行，若

能诱发出其内心想要改变的动机，就能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行为。此时可以先提出一个合理

的简单任务让其完成，继而逐步提出更高难度的任务（每两个任务间的难度差异不能过大），

进而引导对方在愿意接受的前提下逐步改变其行为习惯。下面的一则案例可以说明“登门坎

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李老师的班级中有个学习行为不太自觉的学生，教师布置的家庭作业经常不完成，老师

打电话给家长，希望家长能配合老师共同培养孩子好的学习习惯。但家长却说督促学生完成

作业是老师的事情，不要把你们老师的任务转移到家长那里，很不配合老师，此时要改善家

长的教育行为，就可以使用“登门坎技术”：

登门坎：为了更好地被家长接纳，在学生生日的时候，教师带了一只小蛋糕，到学生家

家访。（学生家长很意外，对老师很热情）

第一步，教师在孩子生日许愿时，对学生说，老师也有个愿望，希望你学习进步。这时

提出希望家长对孩子每天的作业，能检查后签字，共同帮助孩子成长。



第二步，班级开展亲子运动会时，教师亲自写邀请函，请家长参加，并打电话确认。

第三步，上门反馈孩子最近积极的行为表现，告知家长要举行一次家校合作的主题班会，

并共同商讨班会议题。

第四步，请家长作为特约代表，出席家长会并做主题发言。

4.1 无压力的请求更能被人接受

1966 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弗里德曼与弗雷瑟做了一个名叫

“无压力的屈从：登门坎技术”

的现场实验。实验者选择了一个

小区，随机对其中一半的家庭主

妇提出将一个又大又不美观的招

牌放在他们的庭院里，结果遭到

了 80%的人反对；对另外一半家庭，实验者先提出在他们的窗户上挂一个小牌子，然后再提

出将又大又不美观的招牌放在他们的庭院里，结果超过一半的家庭同意了。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要让自己的请求被别人接受，可以先对人们提出很容易做到的、无

压力感的小小要求让他们卷入任务，继而再提出更高的要求，人们往往难以拒绝。这种“无

压力屈从的登门坎技术”在和学生的沟通中同样适用。



4.2 石头汤如何变成鲜美的肉汤

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

有位饥寒交迫的穷人来到富人

家门口，对看门的仆人说：“你

让我进去吧，让我在你们的火

炉旁把衣服烤干。”仆人认为

这点要求不算什么，就让他进

去了。然后这个可怜人请求仆

人借给他一口锅，说是要煮点“石头汤”喝，仆人很惊讶，“我倒想看你怎样将石头做成汤”，

于是她答应了。穷人到路上检了块石头，洗净后放进锅里煮，这时他又对仆人说：“可是，

你总得放点盐吧？”她便给他一些盐，后来又给些碎菜叶，最后又把能够收拾到的碎肉末都

放在锅里，穷人的石头汤最终变成了一晚鲜美的肉汤。

对于教师来说，学生有时就是一个“富人”，他们身上有很多的能量，可是就是不肯用

到教师希望的行为上。这时上述案例中“穷人”的“登门坎技术”就可以借鉴。用学生可以

接受的要求“登入门坎”，用“石头煮汤”的创意激发学生内在的好奇和想要参与的动机，

通过“放盐”、“加碎菜叶、碎肉末”这些学生能够实现的小要求和小目标，最终实现了师

生共同用“石头”煮成了一锅“鲜美肉汤”的大目标。

题目 1 登门槛效应起作用的原理是当事人因为拒绝了别人的一个大请求所以就答应别人的小要求。

A正确 B错误

题目 2 下面哪个请求最易被人接受。

A无压力的 B无具体任务的 C无明显要求的



5. 倾听比“滔滔不绝”更重要

有研究者曾对学生做过一个调

查，当被问及你最不喜欢老师哪些行

为时，“唠叨、喋喋不休”居然排在

学生最不喜欢老师行为的第 3位。学

生很怕老师因为一件事情“滔滔不

绝”地讲个不停，或因学生发生的问

题而喋喋不休、没完没了。

倾听则表明你对他人真正感兴趣，显示你珍视他人的观点；倾听是满足他人被接纳、受

重视以及安全感需求的最重要途径。心理咨询的实践表明，仅仅让受询者说出与他生活挫折

有关的内心感受，就可能治好他的心理疾苦。现在的学生个性鲜明、有非常强烈的自主意识。

与他们进行交流时，教师“滔滔不绝”的说教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而教师的倾听，可以

使学生感受到被尊重和理解。因此，教师要善于掌握倾听的艺术和技巧，并应用于师生交流

中。

1．专注的沉默：利用身体的姿势与肢体语言让对方知道你察觉他的问题，并传达出相

信他自己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沉默是为了让学生确定你在倾听，关注的眼神、身体往前倾、

微笑、蹙眉等肢体动作，都能让学生知道你在关注他。

2．简单的口头反应：看着学生说话并适时做简单的口头反应，如“嗯”、“是的”、

“哦”、“我知道/我了解”，这会让学生了解你是在注意听。

3．敲门砖：“愿意多讲一些吗？”、“看来好像你很把它当作一回事？”这些话语就

好像是打开学生心门的“敲门砖”。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向学生传达出已准备好，且愿意继

续倾听学生想要说的任何话语。这些“敲门砖”意在启发，而非评断。

4．展现同理心：倾听时教师应展现开放与接纳的态度，聆听学生的弦外之音，并且以

当下反应来推测其内心的想法和感受，配合适当的“这样哦！”、“你受到委屈了哦！”“你

目前的情况老师以前也遭遇过”等进行积极的回应。教师通过“同理心”分享学生的喜悦、

分担学生的不愉快，学生才愿意将其内心所想、所知、所做的缘由告诉老师。



5.1 倾听要展现开放与接纳的态度

倾听不仅是用耳朵专注的听、更要用眼睛观察、用心思去想。教师在倾听的时候，要展

现开放与接纳的态度：开放是指客观、无偏见；接纳是指全盘了解、不评价。即使要讲话，

教师也应试着去了解对方的感受与言语信息中的意涵，注意避免任何赞同或不赞同的陈述，

而只是以自己的话重述说话者的想法与感受。

5.2 倾听者要有“同理心”

同理心就是“穿着对方的鞋子，陪他走几里路。”也就是将心比心。倾听时教师应表现

出接纳学生真实情绪反应的宽容和体谅，不去压制他、任意评论他，并尽力揣摩对方可能的

情绪，让学生知道教师会支持他，也是与学生站在同一阵线。

题目 1 倾听表明你对他人真正感兴趣，显示你珍视他人的观点。 A正确 B错误

题目 2 倾听过程中，为了让学生知道你在关注他，教师可以利用通过关注的眼神、微笑、蹙眉等肢体动

作。 A正确 B错误



6. 警察威武，警察的老师咋样？

带你走进浙江警察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浙江警察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成立于 2011年 10月，是一个以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为

目标，为教师全面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的专门机构。通过开展教师培训、资格认定、职业发

展、研究交流、教学评估、咨询服务等工作，提高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以满

足教师个性化、专业化发展需要，为人才培养和学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师资保障。

中心力量雄厚。中心主任由学校党委委员、教务处处长丁建荣教授担任，设有副主任 2

名。中心下设办公室，配备 3名工作人员。中心拥有一支由省部级教学名师、教坛新秀和教

授、博士组成的专家团队，同时由人事处、教务处等领导和工作人员参加。发展中心配有多

功能教室、图书资料室、办公室、咨询室等，面积约 170平方米。



中心活动丰富。连续三年组织“送教西部基层行”活动，连续四年召开青年教师大会，

每年举办教师教学技能竞赛、教学观摩活动、教学大练兵等不同类型活动，连续三年举办新

任教师岗前培训班，每年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面向专任教师讲授教育教学理论。2014年，

中心组织 30余场教师培训讲座、14次教师外出培训考察交流、3次面向青年教师的专项教

学检查、2项校级教学竞赛，并通过采取教师培训学分卡制度给予规范和保障。

中心始终把服务教师教学发展置于首位。不断总结工作经验，探索求实创新，传播教学

之道，引领教学发展之路，努力把中心建设成为锻造高水平高质量公安师资人才的熔炉。



6.1 完善培训内容改革培训方式，培养双师师资

培训班日常教学场景

为尽快实现人民警察和高校教师双重角色的转变，浙江警察学院每年举办新招录教师培

训班，开展新警培训和教学技能培训，从而进一步加强双师结构的师资队伍建设和双师型教

师的培养。经过多年的摸索与改革，近几年逐渐形成一定的培训规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尤其是 2014 年对 44 位新教师开展了一系列的培训改革：今年新教师培训时间共计 6个月，

其中集中培训 3个月（2014 年 8 月 25 日—11 月 25 日），实习 3个月（2014 年 11 月 25 日

—2015 年 2 月 25 日）。第一阶段集中培训内容包括：警察职业素养（包括警察意识与行为

养成、警务实战技能训练、执法办案训练等）和教学能力（包括师德师风、教学技能、教学

管理与研究等）；第二阶段实习内容包括：本校教学岗位实习和基层公安机关实习。此外，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今年还丰富了培训课程内容、拓宽了授课形式、尝试了集中培训与管理、

首次开展了新教师教学技能竞赛、创新举行了高校教师入职宣誓仪式等，取得了较好的培训

效果。



6.2 年年召开全校青年教师大会，搭建成长平台

傅国良书记、院长在第四次青年教师会议上作报告

作为一所新建本科院校，青年教师是学校发展的生力军，是学校改革创新的重要力量，

浙江警察学院历来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与发展，为青年教师配备导师，制定三年期培养规划，

2006年至今发布修订了五次《青年教师培养办法》。继 2011年 6月召开了第一次全校青

年教师会议后，学校至今已连续召开了四届，全校 40周岁以下专兼职教师参加。学校每年

会结合当前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师发展趋势确定会议主题，校长作大会主题报告，并邀请先进

系部作青年教师培养典型经验介绍、省部级教学名师及优秀青年教师介绍自身的成长历程。

通过召开青年教师大会，学校给全校青年教师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共享成长的

经验与体会，从而进一步明确肩上的责任与使命，促使自身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脚踏实地、

更加奋发有为。

题目 1 警察学院已连续 4年召开全校青年教师大会。 A正确 B错误

题目 2 警察学院的教师就是教警察的，但他们自己并不是警察。 A正确 B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