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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管理与情绪管理能力较弱

1.�虽近八成初中生具备一定的
自我管理能力， 但整体能力状况不容
乐观。 相对而言， 学生生活管理的能
力较强， 学习管理能力与情绪管理能
力则水平相当， 表现较弱

为统计方便和直观， 我们采用了
统计各测试题目在五级水平 （1-5
分） 上得分的平均值， 来反映学生自
我管理能力的高低状况。 从统计结果
看， 自我管理能力获得的最大值为
5.00， 最小值为1.59， 均值为3.40，
略高于平均值 （3.0）。 因此， 总体上
看， 初中生自我管理能力表现属于中
等偏强一点， 能力状况不太乐观。

从得分的分布状况可以看到， 学
生自我管理能力分布基本呈正态分布
（见图1）。

具体来看， 得分在3-4分之间的
学生最多， 占总人数的65.2%， 2分
以下的学生仅占0.3%， 3分以下的学
生 占 20.9% ， 4 分 以 上 的 学 生 占
13.3%。 进一步进行归并， 自我管理
能力表现尚可 （>3.00） 的学生占测
试学生总体的近八成， 能力表现较弱
（<3.00） 的学生占比约为两成。 也就
是说， 近八成的学生具有较基本的管
理自己的学习、 生活及其情绪心情的
能力； 尚有约两成的学生自我管理能
力表现较为薄弱， 总体上表现为学习
上欠缺计划性、 规划性、 自觉性， 生
活中依赖性强， 缺乏独立生活能力，
自理能力较弱， 不能对自己的情绪状
况进行有效的监控与调节。

在自我管理能力的三项亚能力
中， 学生生活管理能力表现最为突
出， 均值达3.75， 学习管理能力均值
为3.3， 情绪管理能力均值为3.2， 二
者表现相当， 均较为薄弱。

2.在学习管理上的能力整体较
低， 近七成学生学习自觉性较强， 学
习策略较为积极有效， 但在学习自控
能力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对于学生来讲， 是否具备良好的
管理自己学习的能力是影响学业成绩
的关键， 管理学习能力主要表现在学
习的自觉性、 自控性和学习策略三个
方面。 调查表明， 学习管理能力均值
为3.3， 能力表现整体偏低。 就学习
习惯而言， 69.6%的学生明确表示会
自觉主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68.8%的学生一般会在课前预习将要
学习的新内容； 学习方法和策略上的
表现， 47.1%的学生乐于学习别人有
益的方法和经验， 对于学习上的困
难， 78%的学生会选择“更加努力”
或“寻求帮助” 等积极学习策略来改
变不利处境。

就学习自控力来看， 在面对朋友
来访、 遭遇学习难题或有可能做更有
趣的事情（如上网）等几种“干扰源”
时， 分别只有60.5%、49.3%、33.2%的
学生明确表示不会受其影响， 坚持学
习。可见，学生在学习自我监控能力上

的表现尚不尽如人意。

3.在生活管理能力方面， 超六
成学生具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 自
我保健能力和安全自护能力

调查表明， 学生生活管理能力表
现最为突出， 均值达3.75。 具体到自
理生活方面， 85.7%的学生表示是自
己独立收拾上学所需东西， 68.3%的
学生表示自己能做简单饭菜， 76%的
学生表示自己经常 （54.9%） 或有时
（21.1%） 洗鞋袜， 80.2%的学生表示
经常或有时会帮助父母做家务。 在健
康生活方面， 近七成学生明确表示知
道感冒发烧应吃什么药、 喝水较喝饮
料对于身体的好处， 反映出具有一定
的医疗、 营养保健常识； 在安全生活
方面， 如在户外遭遇雷雨闪电时，
75.4%的学生明确表示知道如何避
险， 具有一定的安全自护能力。

以上学生的回答显示出他们普遍
具有较强的生活管理能力， 这与新课
程改革倡导“课程内容生活化” 的理
念不无关系。

� 4. 管理情绪的能力整体偏弱，
尽管超六成学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情
绪调节策略， 但仍有一半的学生感觉
学习压力大， 情绪自控能力不强

调查显示， 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均
值为3.2， 整体表现较为薄弱。 在情
绪体验方面， 消极情绪体验较强， 存
在着不同程度的学习压力体验， 分别
有50.7%、 37.4%的学生经常感受到
学习压力大或考试紧张， 33.7%的学
生感觉自己在学习上表现很笨。 就情
绪的自控能力而言， 52.5%的学生明
确表示不会向他人轻易表露不良情
绪， 35.7%的学生经常向父母发脾
气； 在情绪调节策略上， 发现在面临

“受到老师不公平对待”、 “遭遇学习
与生活中的挫折” 或“朋友因故失
约” 等具体问题上， 大约65%的学生
选择的是“向他人倾诉、 寻求帮助、
理解他人” 或“自我激励”， 以及

“通过各种娱乐方式”、 “转移注意
力” 等各种积极、 理性策略来消解压
力或释放不良情绪。

67.6%的学生经常会提醒自己忘
记不愉快的事情， 但在真正遇到不开
心的事情时， 却只有44%的人表示能
摆脱消极情绪或正确调适自己的不良
心情。 这说明虽然学生主观上意识到
了不良情绪的消极影响， 但要真正从
心理上摆脱这种消极影响、 做自己情
绪的主人， 还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5. 女生管理学习的能力表现更
为出色， 男生在情绪管理能力上更胜
一筹

男女学生在自我管理总体能力上
差异不显著 （男生得分均值为3.39，
女生为3.43）， 但在具体的能力维度
上却表现各异。 生活管理能力水平相
当， 管理学习的能力、 管理情绪的能

初中生自我管理能力亟待提升
———基于对八省市初中生的调查研究
■杨莉娟

自我管理能力是一个人成长、 成才、 成功的基础性、 关键
性能力， 是人立足于社会、 实现个人价值与理想的必备能力。
简单地讲， 自我管理能力是个体按照社会规范和自身发展要
求， 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 心理和行为进行规划、 调控、 约束
和修正的能力。 身处不同环境、 不同阶段的个体， 其自我管理
能力的表现内容与形式也不尽相同。 就中学生群体而言， 其自
我管理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学习、 生活和情绪三方面， 因此， 学
习管理能力 （学习自觉、 学习策略和学习自控）、 生活管理能

力 （独立生活、 健康生活、 安全生活） 和情绪管理能力 （情绪体
验、 情绪控制和调节策略） 三种亚能力构成了自我管理能力的核
心内容。

本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 分别对北京、 四川、 河南、 浙
江、 吉林、 甘肃、 江西、 广东等八省 （直辖市） 的8所城市中学
和9所农村中学的1742名初中生发放调查问卷。 与此同时， 课题
组赴郑州、 成都以及北京等城市的8所城乡中学进行访谈， 访谈
对象包括教师、 家长和学生数十人。

荩荩荩调查结果

形成家校合力 创设积极环境

� 1.�端正育人观、成才观，重视
能力培养，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要改变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发展
现状， 增强对未来社会的适应性和
终身发展能力， 首先要求学校、 教
师和家长端正教育思想， 避免急功
近利。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应当立
足于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这不
仅包括学会知识技能， 更要学会动
手动脑， 学会生存生活， 学会做人
做事， 学会管理自己， 学会服务他
人和社会。 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能
力， 其意义不只是简单地让其掌握
一些生存技能，更重要的是，这是能
力培养过程也是塑造学生良好品德
和健全个性的过程，如有效地学习、
独立思考、勤奋刻苦、自信自强、孝
顺感恩、自我控制与调适。反之，轻
视这些能力的培养， 错过这样一个
养成“关键期”，则可能导致学生缺

乏基本的生存技能，形成不良人格。不
良品质一旦形成有些是不可逆的，极
有可能伴随终生， 最终既影响到个人
幸福，也难以适应社会需要。

2.关注男女生在自我管理能力
发展上的差异， 因材施教， 有的放矢

调查结果显示， 女生管理学习的
能力极其显著地高于男生， 男生在情
绪管理能力上的表现要优于女生。 为
此，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应视男女生
不同群体的弱势能力分别予以重点关
注和辅导。

在男生管理学习能力培养上， 学
校、 家长首先应针对男生学习习惯不
良、 贪玩、 时间管理不善、 学习方法
不当等特点， 通过有目的地开设一些
专题讲座， 传授给学生各种一般性的
和具体的学习策略， 并提供多个范
例， 着力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和
策略， 让学习更自如、 更有效。

增强女生情绪调控能力， 就必须了解
女生情绪情感的特点，创设教育环境，设计
更多活动如性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与成功
女性对话和交流等， 帮助他们释放负面情
绪。同时，要传授她们一些应对学习压力和
不良情绪的必要策略和方法， 如合理宣泄
法、情绪转移法、积极的自我暗示等，正确
认识和化解压力，认识和接纳自我，增强自
信心，积极乐观地生活与学习。

3.学校应关注寄宿学生的生存状况，
在寄宿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养成上发挥更大
作用

调查结果显示， 寄宿初中生的自我管
理能力普遍低于走读学生， 寄宿时间长的
学生能力低于寄宿时间短的学生。 这个结
果显示出寄宿学校在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培
养上的整体缺位。

学校和教师应更多关注寄宿学生的生
存状况， 通过指导与帮助来有效增强学生
的自我管理能力。 针对寄宿学生容易产生
的学习适应、 时间管理、 人际压力、 女生
青春期身心变化等问题， 学校应提供及时
到位的辅导。 可以进行团体性干预， 通过
开设相应的课程， 如自理技能课程， 与人
交往课程等为他们提供处理的策略或经
验； 成立“互助小组” 等方式， 鼓励学生
之间、 舍友之间互相关心， 共同进步； 成

立心理咨询室， 为学生提供专业的个别化
辅导； 创设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等。

4.教育家长， 引导家长， 营造利于
学生自我管理的良好家庭环境

调查结果显示， 家庭是否重视培养孩
子自我管理能力与孩子的实际能力成显著
正相关。 因此， 培养自理自立能力， 实现
学生的自我管理， 必须依赖家庭教育的强
大力量。

首先， 学校教育要让家长意识到培养
孩子的自主管理能力的必要性。 其次， 家
庭教育要给孩子独立成长的空间， 尊重孩
子的独立人格， 创建亲子间平等的对话和
交流， 给予孩子独立做决定、 发表独特见
解的机会。 再其次， 家长应适度放手， 让
孩子在家务劳动中健康成长。 通过做家
务， 既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生活自
理能力， 逐渐培养了自主、 独立做事的习
惯， 又使他们从劳动中体会到自己劳动的
价值， 形成对自己的积极认同。 同时， 通
过参与家务劳动， 也能让孩子主动学会为
父母分忧解难， 理性消费， 更理解、 孝顺
父母等。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本报告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2年度
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课题成果， 课题
批准号GY2012023）

荩荩荩对策建议

图3.不同住宿状况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差异

图1.自我管理能力得分分布图

图2.父母学历不同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差异

力两个维度却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
女生管理学习的能力极其显著地高
于男生 （P<0.001）， 女生得分均
值为3.39， 高于男生0.16； 而男生
管理情绪的能力显著高于女生
（P<0.05）， 男生得分均值为3.25，
高于女生0.07， 可谓各有优势， 平
分秋色。 学校教育如何针对男女学
生自我管理能力所体现的不同劣势
给予更多的关注， 是提升其能力的
关键。

� 6.�父母学历越高， 其子女所
表现出的管理学习和情绪的能力越
强

图2表明， 父母学历不同的学
生在自我管理总体能力上和生活管
理能力上差异不显著， 但在管理学
习和情绪的能力上均存在显著差
异。 进一步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管理学习的能力， 大专或本科与研
究生以上学历的父母， 其孩子差异
不显著， 其他两两学历水平差异均
显著； 管理情绪的能力， 高中与初
中及以下、 大专或本科学历的父
母， 其孩子差异不显著， 其他两两
学历水平差异均显著。 整体上呈现
出父母学历越高， 学生在这两个维
度上的得分越高， 能力表现越强的
趋势， 反映出父母自身的受教育水
平越高， 他们就越为重视子女在学
习和心理情绪上的能力培养， 但与
此同时， 他们对子女生活管理能力
培养上的忽视或轻视也应引起我们
足够的关注。

7.�城市与农村学生在自我管
理能力上的表现均没有呈现出显著
差异， 实力相当

对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的总体

得分进行对比， 城市学生的自我管理
能力得分均值为3.41， 农村学生为
3.40， 二者差异不显著。 与此同时，
城市与农村的学生在自我管理能力三
个维度上的表现均没有呈现出显著差
异。 这说明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强弱
与其所生活的区域大环境和学校教育
关系不大， 而与“自我” 的特质 （性
别、 家庭状况如父母学历） 关系更大
一些。

8.住宿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普
遍低于走读学生

统计结果表明， 被调查学生中，
有72.4%的学生从未住过校， 13.3%
的学生现在住校， 5.4%的学生小学
时住校， 8.8%的学生从小学到现在
都住校， 也就是说约七成学生没有住
校经历， 约三成学生有住校经历。

通过将是否住校与学生自我管理
能力得分做关联分析发现， 有不同住
校经历的学生在自我管理能力总分和
各维度得分上均有显著差异， 且从未
住过校的走读学生在自我管理能力总
分和各维度得分上均最高， 从小学到
现在都住校的学生在自我管理能力总
分和各维度得分上均最低。 唯有在生
活管理能力的极少方面如“自己洗衣
服” 和“收拾学习用品” 方面， 有过
住校经历的学生其能力得分较从未住
过校的走读学生更高 （见图3）。

上述结果表明， 是否住校与学生
自我管理能力成显著负相关。 这一统
计结果虽与我们的认识有些相悖， 但
是也不难解释和接受， 这一方面凸显
了家庭教育在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培养
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与价值， 另一方面
也显示出学校教育在学生自我管理能
力培养上的整体缺位。

（上接第一版）

从“愿课改” 到“会课改”
在宝鸡市渭滨区宝桥小学， 记者

观摩了正在进行的主题为“现代教育
技术辅助下的高效课堂” 研讨活动。
这次活动是“课改星级学校发展共同
体” 按计划开展的， 作为组长学校的
麟游县西街小学校长罗永生介绍， 他
所在的这个共同体共有10所学校，
经常开展类似的围绕构建高效课堂的
研讨活动、 经验交流、 听评课、 专题
讲座、 焦点研讨， 每月都会有一个主
题， 突出对问题的探究。

为更有力地推动课改实验， 发挥
课改先进学校的示范辐射作用， 宝鸡
市对参与课改实验的学校实行了“星
级管理、 动态考核” 的星级校带动战
略。 全市首批命名了5所五星级课改

示范校， 15所四星级课改示范校，
55所三星级课改示范校， 各县区也
树立了自己的课改示范校。 依托这些
学校， 全市建立了20个高效课堂校
际共同体， 并进行捆绑考核。 今年，
5所五星级学校领衔， 与准备创建五
星级、 四星级的48所学校也建立了
结对帮扶关系， 形成5个“星级学校
发展共同体”， 以此助推学校课改深
入与可持续发展。 同时， 还在全市开
展高效课堂教学大赛活动， 树立个人
教改标兵， 并在评优晋职中作为参
考， 以此带动学科教学实验深入开
展。

据了解， 推进构建高效课堂实
验以来， 针对课改中面临的实际问
题， 宝鸡市盘活当地优质培训资源，
开展了体验式培训、 通识性培训、
专题式培训等各种注重实效的培训，

全市先后命名了130所县级实验校、 60
所市级实验校、 30所市级窗口校、 13
个学科示范基地以及25个校长培训基
地， 组织开展了多层次、 多形式的示
范观摩活动。 同时， 把教研与培训相
结合， 充分发挥教研的力量， 以研培
一体的方式为课改实验提供专业支持。
教研室牵头， 组建了一个由专家、 教
研员、 骨干教师组成的培训团队， 学
校有问题、 有需求， 随时上门培训服
务； 开展“课改名师大篷车” 的送教
下乡活动， 通过课堂示范、 专家引领
等形式， 送教上门、 送培进校。 对实
验学校在课改中出现的问题归纳梳理，
组织市、 县教研室和基层教师联合攻
关， 解决难题， 并将研究成果及时通
过各种交流平台反馈到中小学校， 以
课题研究的成果指导教改实验的深入
开展。

据介绍， 3年来， 宝鸡市60%以上
的教师参加了各种形式的“高效课堂”
研究与培训， 全市形成了参与课改、 研
究课改的浓厚氛围。 一批理念新、 有方
法、 懂实践、 善研究的教师走在教改前
列， 成为全市课改的生力军， 一系列的
推进策略引领着学校和教师从“愿课
改” 走向“会课改”。

课改改变了学校的办学
理念和管理方式

“没有高效课堂以前， 上课都是老
师一个人讲， 学生有的听有的不听， 老
师也不在意； 现在的课堂上每个同学都
不会走神， 特别是那些学习差些的同
学， 他们不会的就有学习好的同学来帮
助。 这样的课堂不呆板， 从中可以找到
乐趣， 也让我学会了学习。” 凤翔县横
水镇一中九年级 （1） 班学生胡艳荣说

到现在的课堂， 这样表达了她的感受。
该县儒林小学六年级数学教师张林苹
说， 现在的课堂上， 学生展示交流常常
会带给她无限惊喜： “课堂中学生思维
的多样性得以体现， 同一问题会出现许
多变式， 学生的兴趣也非常高。”

“传统课堂注重的是知识传授， 老
师教得时间久了， 容易陷入机械重复，
产生职业倦怠。 但现在的课堂却让老师
们每天都很兴奋， 师生的精神状态得到
极大改善。 特别是对我们这样的农村学
校来说， 课堂的改变增加了农村孩子们
的信心。” 作为全市五星级课改初中校，
凤翔县横水镇一中校长王建强由衷地表
示。

在宝鸡， 像横水镇一中这样深度课
改的学校， 改变的不仅是课堂生态， 也
改变了学校的办学理念、 管理方式。 目
前， 由课堂开始的学生自主学习、 小组
合作已经延伸到学生的校园生活。 学校
成立了学生自主管委会， 学校的文体活
动、 校园广播、 卫生责任等都由学生自
主管理。 而这样一所乡镇初中， 也凭借
高效课堂的推进， 由3年前的薄弱学校

一跃成为宝鸡市的示范学校， 成为全市
校长影子培训基地。 学校办学赢得了更
多支持， 学校管理理念及校园环境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课改的深入推进， 也改变了评价的
内涵。 目前， 宝鸡市以新的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中小学评价体系代替了旧的评价
标准， 将校本研修、 导学设计、 课堂教
学检查、 评估等内容纳入了评价体系之
中， 以此引导中小学以课堂教学改革为
突破口， 推动学校教育教学的整体改
革， 促进学校教育的内涵发展及素质教
育的实质性推进。

苏永兴认为， 宝鸡市实施课改3年
多来， 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效率不高、
重知识轻能力等弊端， 真正为区域性
实施素质教育、 实现教育的内涵发展、
提升教育质量找到了一条切实的路径。
谈到下一步工作， 苏永兴表示， 宝鸡
市将本着“巩固、 树优、 指导、 培训、
纠偏、 提质” 的工作方针， 认真研究
新情况、 新问题， 克服各种困难和阻
力， 使课程改革实现更大范围、 更高
水平的推进。

课改突破带来“蝴蝶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