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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弹指之间,我们就从呱呱坠地到了苍颜白发。在我们成长的各个阶段中,小学阶段尤其重要,小
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我们要提高教育事业的质量、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提升国民素质,就必须
从小学教育抓起。因此加强与小学生之间的沟通就显得尤其重要,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
题,由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各种心理因素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导致大多数学生不能主动与老师或家长
沟通,如果没有及时有效的沟通,小学生问题得不到解决,会使各种问题积累下来,小学阶段的成长就不是
那么的完善,因此我们要加强与小学生之间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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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ommunicate with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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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 snap of a finger, we were born from birth to white hair. Primary school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every stage of our growth.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whole educational career. If we
wa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cultivate talents at all levels and of all kind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ur people, we must start from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upil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growth will encounter this or that kind of problem, due to the
elementary student's age characteristic, all kinds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causing most of
the students can't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ommunicate with teachers or parents, if not timely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he primary problem is not solved, can make all kinds of problems accumulated, the growth of
the primary stage, it is not so perfect, so we must strengthe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up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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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的信息。 在与学生的沟通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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