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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易地扶贫搬迁学生融入新环境的进程中,他们融入新环境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新
环境中的生活和学习是否充满自信。因此,学校、教师、家庭要加强对易地扶贫搬迁学生在新环境中生
活和学习的自信心培养。文本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结合调查和实践,归纳出制约易地扶贫搬迁学生自
信心树立的因素,提出学校、教师、家庭和个体在培养易地扶贫搬迁学生树立自信心方面的策略,以期为
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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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Strategy for Cultivating the Self-confidence of Students Relocated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ew Environment of Relocated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Areas

Li Li
Hezhang County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 Guizhou Province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elocating students from the new environment, the speed of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new environment depends largely on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life and learning in the new environment.
Therefore, schools, teachers and famil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fidence of relocated students in living and
learning in the new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study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investigation and practice, the
text summarizes the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confidence of students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and proposes the
strategies of schools, teachers,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in cultivating the confidence of students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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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长文化素质不高,家庭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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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受学校、教师、家庭、个体等方

滞后,不能对其子女进行良好的家庭引

的期望程度能够影响儿童的自信心,对

面因素的影响,他们往往缺乏在新环境

导。同时易地扶贫搬迁学生家长教育方

孩子的期望程度和孩子实际上能够达到

中生活和学习的自信。因此,培养易地

式简单、粗暴,轻则呵斥,重则打骂,在这

的程度之间的完美协调是鼓励孩子取得

扶贫搬迁学生在新环境中树立自信至

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性格往往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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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和发展儿童自信心的关键 。在易

关重要。

僻、冷漠、自闭,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

地扶贫搬迁家庭中,单亲家庭、留守儿童

1 制约易地扶贫搬迁学生自信
心树立的因素

漠视周围的人和事,对自己不自信。

家庭、事实孤儿等特殊家庭的孩子占据

1.1家庭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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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缺陷的家庭教育

主流。特殊家庭的孩子由于家庭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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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母亲对孩子的期望过高或过分严厉且

易地扶贫搬迁学生在搬迁前多数就

态度粗暴,使孩子的感情不易交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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