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沟通心理学》这本书围绕人们最为关
注的人际沟通展开。从心理学角度来解析如何
让人们的沟通更顺畅、更有效、更愉快。以各
种沟通案例为饵，分析人们在沟通中的作法以
及背后的心理原因，在此基础上，引导人们掌
握真正的积极、有效的沟通之道。从这本书中，
我认识到了以下几点：

俗话说 “ 美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
寒 ”。尊重对方是进行成功谈话的前提条件。
很多人侃侃而谈，以为自己很会交流，其实他
们只是顾着表达自己的意见，没有考虑到他人
的感受，这样的交流只是单方面的互动，而不

8
文采艺苑

（2014届罗泾镇海红村  马晓艳）

（2016届罗泾镇牌楼村  胥家君）

都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
个与众不同的故事，而我常常想
着自己乏善可陈的经历，脑子里
叫嚣着不知如何宣泄。“人生不
是故事，人生是事故”，因为这
一句话的宣传语，让我产生了瞬
间想要读一读这本书的冲动。

书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民
国各大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民
国时期国民女神的跌宕人生，黄
金时代的八面玲珑到晚年时的
凄凉唏嘘，是这些女子不够聪慧、
没有思想吗？其实也不尽然，毕
竟陆小曼这样有才气的女子也
不少见。也许我们可以从影后胡
蝶身上窥见一二，尽管也在战争
动荡的年代受尽苦难，但她的内
心一直是强大的，身份地位的落

差并不能使她的内心动摇。这“千
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的顽强心态是她的处世态度，也
是她能安享晚年的重要原因。

信念和韧劲不是一蹴而就
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成
功的人懂得修身自省，所以成功；
失败的人只会逃避困难，必然失
败。

书中的故事其实相对来说
并不怎么紧密联系，但有趣的是，
一些不经意的小细节反而发人
深思，愈久弥新。人生没有白走
的路，所有你经历的困难窘境，
你面对的世事变迁，每一步都不
算白费。

（2016届大场镇南大村 冯智颖）

是真正意义上的沟通。
理想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交流思想

的基础之上的。在直抒胸臆之前，先听听对方
的话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越是有水平，他在听
别人讲话时就越是认真。

托尔斯泰说得好：“ 就是在最好的、最友
善的、最单纯的人际关系中，称赞和赞许也是
必要的，正如油滑对轮子是必要的，可以使轮
子转得快。” 利用心理上的相悦性，要想获得
良好的人际关系，就要学会不失时机地赞美别
人。当然，赞美必须发自内心。在人际交往中，
免不了互助，所以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也不要忘说声 “ 谢谢 ”。另外，不断去发现值
得感谢的东西。感谢必须使用亲切的字眼，仅
仅在心里感谢是不够的，还需要表达出来，这
一点非常重要。

沟通是人与人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
节，很多人把它当作是一门学问，更多人称之
为一种艺术。沟通是一种能力，但并不是一种
本能。它不是天生具备的，而是一个需要我们
后天培养的，需要我们去努力学习的，努力经
营的。

（2015 届大场镇场中村 鲍琦方）

       日，区大学生村官来
到顾村镇开展访学活动，现
场认识顾村镇的城市化发展
以及非公企业工会改革，直
观了解和学习顾村镇的产城
融合经验及创新特色。

访学活动在智慧湾科创
园拉开序幕，大学生村官们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
极具特色的集装箱式花园办
公空间以及国内首家 3D 打印
文化博物馆。随后，他们来
到顾村镇总工会，在工会副
主席苏剑菁的带领下，实地
走访了工会职工服务社、爱
心驿站等具有代表性的服务
站点。通过现场观看 3D 打印
技术在各领域的创新设计和
应用成果以及顾村镇总工会
打通组织联系服务职工群众

“ 最后一公里 ” 的经验举措，
让大学生村官们更直观地感
受到了顾村镇以打造 “ 创新
顾村、宜居顾村、人文顾村、
幸福顾村 ” 为核心的城市化
发展战略，也让村官们对新
形势下村级经济转型发展有
了新的看法和思路。

交流座谈会上，顾村镇
广福村大学生村官倪申晓阳
从创新社会治理、绿色生态
和诗乡文化、科技创新、商
业发展这四个方面详细介绍
了顾村镇的品牌特色、战略
规划及发展愿景。顾村镇党
委委员张杲充分肯定了大学
生村官工作，并勉励所有大
学生村官要沉心基层，不负
所托，干有收获、干出成绩。

最后，区大学生村官班

主任沈菊对本次访学活动做
了总结发言，沈老师强调这
次的访学活动与以往不同，
以往是学经验、访亮点，这
次是访前沿、明动向。同时
也对村官们提出 “ 善学习、
重积累、谋创新 ” 的期许，
要求大学生村官们认真总结
访学的收获，借鉴先进经验，
为将来的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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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宝山好党员、好支部 ”
第六寻访小组的村官 “ 小红帽们 ”
来到享有 “ 尚美育人 ” 美誉的罗店
中学，实地体验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带来的改变。

在学校副书记沈涛老师的带
领下，寻访小组的成员参观了美
丽的校园，了解了学校的教学情
况。作为一所区级示范性中学，
罗店中学以 “ 尚美育人，多元
发展，幸福人生 ” 为办学理念
全力推进特色美育。目前，罗

店中学多项特色教育引人关注，科学的办学理念、丰富的社
团活动让寻访团的 “ 小红帽们 ” 大为赞叹。

伴随着阵阵音乐声，寻访小组成员们来到罗店中学的艺
术排练厅，三十多名学生手执乐器在认真练习，站在台前挥舞
指挥棒的正是此次寻访的对象 —— 罗店中学管乐团指挥周宝
良老师。看着周老师耐心地教学，耳边动听的乐章在教室里荡漾，
成员们陶醉其间。

随后，在学生练习间隙，寻访小组成员们和周老师进行了交
流采访。了解到周老师是位老党员，已执教 20 多年。由于学校
地处郊区，存在生源、教学资源等方面的制约，周老师在教学上
面临不少困难，但他带着对器乐教学的一份执着，坚持了下来，

悉心呵护着学生的梦想。他在教学中始终
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宗旨，用执着与热
情谱写罗中管乐团的华彩乐章，带领学生
获得诸多荣誉。作为党员教师，他把最青春
的年华、最旺盛的精力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教
育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党员的铮铮誓言，
展现了党员教师的风采。他用执着，用热情，

用努力，谱写学校艺术教育的华丽篇章，与学生们共同前进、收获精彩，
为宝山区的教育优质均衡作出了贡献！

参与此次寻访活动，大学生村官们最受触动的是有太多像周宝良老
师一样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用执着的追求和坚定的信念默默地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坚守，相信这样的精神也是值得每一名大学生村官去学习的。

近日，我区全体大学生村
官分成 4 个小组，分别来到位
于上大路 668 号宝山科技园、
罗新路 765 号、上海祥明仪表
机箱有限公司和潘广路 1445 号
馨佳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小
学生爱心暑托班开展 “ 守望 ” 志
愿者活动。

在本次活动中，大学生村
官们纷纷发挥自身的专业和特
长，为暑托班小朋友们带去了
足球知识讲解、手工技艺教学、
绘画教学和趣味 ABC 等课程。
大场城工园组村官们以互动教
学的方式，为孩子们带去了一
堂精彩的手工折纸课程；罗泾
组村官为小朋友们上了一堂生

动有趣的 DIY 手工制作书签课
程；月浦罗店组大学生村官陆
宸玺结合自身体育专业的优势，
为孩子们启蒙了关于足球方面
的知识；顾村组则为小朋友们
带去了绘画教学和趣味 ABC 的
课程。通过认真教学以及与小

朋友们的亲密互动，大学生村
官们既让孩子们在课程中有所
收获，同时也为孩子们营造了
一个在快乐中学习的良好氛围。

与孩子们度过的欢乐时光

也引发了大学生村官们的感慨，
纷纷表示在家长忙于工作的暑
期，孩子们可能会因为缺乏照
料和陪伴而感到孤独，作为志
愿者应给予这些孩子们更多的
关注和关爱，尽可能在寓教于
乐的基础上为他们带去知识与
欢乐，为他们创造一个健康有
益的假期。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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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对于成长这件事总
是容易困惑，对于自我改变更
是充满抵触。我常遇到有人和
我倾诉自己的种种不如意，然
后给自己定性，“我就是那样
的人，我改不了自己的毛病。”
或者，“我知道自己的弱点，
我觉得自己做不好。”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自
己真的知道吗？

如果你一辈子都没离开舒
适区，没有把自己逼在角落里，
没有在深夜中一次次痛哭，那
么 sorry，你永远不知道真正的
自己是什么样的，也永远不知
道自己还能做成什么。

常有人说，“不要让别人
来定义自己”。这句话的另外
一层含义就是，如果都没和自
己死磕过，没有和自己过不去，
你怎么有资格定义自己？

我有个好友，可以站在好
几百人面前演讲，谈笑风生，

潇洒得不得了。当年的我好生
羡慕，心甘情愿做她的迷妹。

她却说，“当初我不是这
样的。”她最开始当记者的时候，
自卑、胆怯、瑟缩，连眼神都
不敢和采访对象发生碰撞。什
么令她发生了改变？无非是被
命运撞得粉碎之后，重新将自
己组合起来，在自己最无助的
时候，挑战最艰难的生命课题。

昨天的她，和今天的她，
中间隔着的不仅是时间，还有
她在岁月里不断的锤炼——烧
红的铁淬上水，再经历千百次
的捶打，谁知道这过程中有什
么样的痛？

如果你不能想象，那就是
你没被那样的现实逼迫过，没
被自己逼迫过。如果你以为只
有你自己需要孤独地走过成长
岁月，那就是你看自己太多，
看世界太少。

漫漫人生路，从来都是一

点点踏入未曾触及的禁区，一
点点去丈量自己生命的广度和
深度。对待命运给出的考验，
没试过，一切答案都是轻浮的。

成长，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要和自己作对。

你不能让自己活得太舒服，
你得和自己的短处死磕。它们
是小魔鬼，跳上你的肩头，告
诉你只要顺从它们，一切就会
好起来。但你绝不要信，逆着
它们的方向走，才会迎来真正
的蜕变。

自我改变是一件十分艰难
但又令人上瘾的事情。人生的
挑战永远存在，你只需一关关
地闯，一次次褪掉自己的脆弱，
换上新的铠甲。“我是谁？”
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在你的成
长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定义。

（底稿作者：晚睡 
 选自：全国大学生村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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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瑶刘瑶
我将用行动守望理想，在风雨中磨练青春，

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人生新坐标。摆正自己的心
态，勇敢面对日后工作中出现的一切挑战，青
春的历程只有在不断搏击后才能多姿多彩。

国媛媛国媛媛
九层之台，起于垒

土，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希望每天都有新的
收获，新的进步，力争
做一个对东街村有益的
适用人才。

卢东旭卢东旭
以雷锋精神为标杆，服务群众、服务农村、

服务社会，多办好事，用实际行动为建设宝山
美丽新农村献出一份力量，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陆丰陆丰
基层是最锻炼人、也是最成长人的地方。

我们要扎根基层、戒骄戒躁、砥砺意志、不
断成长，在离人民群众最亲近的地方，为百
姓做最真切的服务。

魏冉魏冉
投身农村，深入基层是积极响应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号召，更是个人价值的升华！非
常荣幸能进入到这个集体，贡献一份力量！

杨锐杨锐
既然选择了这条

道路，我们就应该担
负起责任，敢于亮剑，
敢为天下先，为农村
和谐稳定发展留下自
己的足迹和汗水。

叶晨星叶晨星
也许刚踏入社会的我还很稚嫩，经验不足，

但我相信，在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我能很快
地成长起来，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为村民们干
实事，为新农村建设增添加瓦。

殷海波殷海波 
希望我能够成为一名 “ 不害怕、不后悔 ”

的村官，在宝山这片土地上得到真正的锻炼和
提升自我。

编者

（2017 届杨行镇西街村 陆丰）

（2017届
月浦镇
钱潘村 
卢东旭）

（2017 届
杨 行 镇
大 黄 村 
刘瑶）

（2017届
罗泾镇
塘湾村 
殷海波）

（2017 届顾村镇
老安村 叶晨星）

（2017 届罗店镇南周村 魏冉）

（2017 届大场镇
东方红村  杨锐）

（2017届杨行
镇东街村 国媛媛）

顾村镇总工会的 “ 四化 ” 工
作法牢牢把握基层基础这个重
点，依靠职工推进非公有制企业
工会改革，打通联系服务职工 “最
后一公里 ”。这种把职工当成

“ 娘家人 ” 的创新理念给我们
村官在村开展群众工作点亮    

（2016 届
顾村镇顾村村 

查理方栋）

此次寻访活动时间虽
短，但学校的校容校貌、
教育理念、办学特色、师
生风采无不给我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也使我深
深体会到特色美育就应
该结合学生实际，优
化教学环节，培养
学生自主、探究、合作的
学习方式，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2015届月浦镇月狮村 李国正）

活动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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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的人总是无时无
刻不勤奋着。巧的是，我
们前去采访周老师的时候，
他正在音乐教室进行教学。
我们在旁边默默聆听了一
会儿，发现他对学生十分
有耐心，执教 24 年，并没
有磨去他对音乐教育的执
着，这是实实在在不忘初
心的体现。在对周老师的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周老
师一直都是利用周末对学
生们进行教学，这些都勾
勒出了一个基层好党员的
形象。随着采访的深入，
我心中不由对周老师涌起
了敬仰之情。
（2016届顾村镇谭杨村 冯凡）

每一次的守望志愿者服
务活动并不只是单纯的一项
任务，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
成长和帮助，阿德勒说过：
“奉献乃生活的真正意义！”
这个暑假，让我在作为志愿
者的实践中更加体会到了这
句话的含义。

（2016届大场镇南大村 冯智颖）

在为孩子们上的这堂课
程中，我们用朋友的身份去
分享了孩子们的快乐，也收
获了孩子们的天真和热情，
更是被孩子们单纯的求知欲
所深深感动。相信经过这堂
课程，在今后的村官生涯中
我一定会更加铭记当初来到
基层的初心，用最纯正的心
去面对基层的村民、去做好
基层服务者的工作。

（2015届罗泾镇和平村 曹沁雯）

在制作书签的过程中我们看
到了孩子们的活泼、有序、快乐
和认真，当他们拿着自己的书签，
脸上洋溢着笑容时，我们觉得能
陪他们度过这样的一天所有的辛
苦都是值得的，同时我也感受到
了志愿者活动的意义。

（2016 届罗泾镇牌楼村 胥家君）

通过此次到顾村镇工会实地
访学，让我对非公企业有了更深
的了解，不仅拓宽眼界，也增加
了知识面。大学生村官访学的意
义在于学习，每一次的访学都让
我对宝山的街镇有更深的了解，
对国家的政策有更深的认识，也
对村官工作有更深的思考。

（2016届大场镇葑村村苗凤荻）

作为一名刚踏上工作岗
位的新人，我在此次顾村访
学活动中不仅学习到了非公
企业工会改革经验、了解了
最前沿的 3D 打印技术，更是
在活动中明白身为宝山区的
大学生村官我应当主动去认
识宝山、熟悉宝山，不应该
将目光仅仅局限在村里的工
作岗位上，正如班主任老师
在座谈会上所说，举办村官
访学活动的目的和初衷在于
三点，一是学习他人经验，
二是拓宽自身视野，三是明
确前沿动向，相信这也会成
为我在今后的工作与学习中
的自我要求。

（2017届罗泾镇塘湾村 殷海波）

在阔别校园多年后，我以一
名暑托班教师的身份再次回到了
罗店中心小学，为罗店镇的二十
多名暑托班学生带来了一堂 “ 足
球知识 ” 兴趣课。课前忐忑的心
情在看到学生们的灿烂笑脸后逐
渐消散，一堂课的时间虽短，但
学生们都收获了课堂之外的足球
常识。相信让他们在多接触各领
域的多样化的知识后，对他们今
后在结交朋友、培养个人兴趣等
方面都能起到一定的帮助。

（2016届罗店镇天平村 陆宸玺）

一盏明灯。



为确保社区通在各村顺利
推进，充分利用社区通在党建
引领社会治理、加强农村基层
建设方面的作用，在罗泾镇党
委、村支部书记的指导下，大
学生村官们在村扮演宣传员宣传员角
色，广泛宣传社区通的现实意
义，积极引导村民广泛加入；
扮演指导员指导员角色，参与镇组织
的社区通管理、使用培训后，
大学生村官们给村委工作人员
以及村民对社区通每个版块如
何操作做了详细讲解，确保人
人掌握社区通的操作方法；扮
演信息员信息员角色，主动收集社区
通平台信息，做好舆情监督，
收集村民对村委管理、服务等
方面的意见建议；扮演办事员办事员
角色，对村民在社区通上提出
的各方面问题及需求，积极主
动进行解答，实现线上和线下
的良性互动。

除了采用标语、横幅、宣
传栏、上户等传统宣传形式，
罗泾镇大学生村官还运用现代
新媒体创新多种宣传形式，制
作关于社区通文字内容和配图
的链接 , 通过微信群和微信好友
以金字塔模式一个个群、一个
个好友不断层层转发宣传；发
动党员口口相传的辐射宣传；
制作易拉宝、扫二维码送小礼
品等。

如今，在罗泾镇社区通已
家喻户晓。

针对社区通版块较多等特
点，罗泾镇大学生村官率先参
加了镇里举办的社区通培训班。
培训结束后，他们回到各自任
职村，组织村干部和村民小组
长开展社区通培训工作，就社
区通的内容、版块说明、操作
步骤及有关注意事项等进行详
细讲解，又用手机、电脑进行
模拟教学演示。在宣传初期，
又陪同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一
起，去村民家面对面扫二维码、
现场操作教学。通过个个充当
“ 小老师 ” 的培训指导，使社区
干部、村民群众有了直观的认
识。

一是加强网络舆情监督。
罗泾镇大学生村官对平台上的
敏感信息、不当言论等及时控
制、规范，营造风清气正的网
络舆论环境。二是主动收集社
区通平台信息，收集村民对村
委管理、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建
议，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为确保社区通的活跃度，
扩大村民的参与度，罗泾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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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宣传，人人都是“小喇叭”。

深层次指导，人人都是“小老师”。

无死角关注，人人都是“信息员”。

多渠道圈粉，人人都是“办事员”。

在 “ 社区通 ” 平台推进过
程中，我看到了村民自治、共
同学习、和谐生活等现象，虽
然推进伊始和过程中可能会遇
到各种问题，但 “ 社区通 ” 平
台的出现对于一个村的未来发
展是十分有利的，希望将来能
把本村的 “ 社区通 ” 工作做得
更好，为本村村民提供一个良
好的交流平台。
（2016届罗泾镇牌楼村 胥家君）

“社区通”的开展，是网络
和群众自治的有益结合，让群
众足不出户就可以参加社区治
理的各项活动，解除了村民办
事的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大家
争相为“社区”的建设出谋划策，
不仅成为“社区”管理的智囊团，
而且增进了彼此的交流互动，
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2014届罗泾镇新陆村 杨帆）

学生村官不仅是村里的社区通
信息员，还是一线办事员。夜晚，
他们许多人加班加点走家串户，
深入农民家中宣传社区通，帮
他们扫二维码注册登记，教他
们社区通的操作，确保户户知
晓，提高社区通的覆盖率。同时，
针对在外务工人员，会通过电
话告知他们加入社区通的方法
及操作事项。

目前社区通的工作正在进
一步推广中，罗泾镇大学生村
官也将继续做好宣传工作，为
全面推进社区通工作尽一份力。
下一阶段，我们将把工作重点
放在如何运用好社区通平台，
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建设，推
进农村社会治理。

作为大学生村官，作为一
名党员，我们率先在社区通上
“ 亮身份 ”、做榜样，结合现阶
段国家卫生区（镇）复审、“五违 ”
整治、中小河道治理等中心工
作，引领党员、群众更积极主
动地参与进来，实现“指尖上的”
村民自治共治。

一是做好村信息公开工作，

利用社区通便捷、实时、受众
广等特点，发布村重点工作、
年度工作报告及计划、党支部
工作等内容，提高社区通在村
民之间的公开普及率。二是做
好平台维护工作，在公告栏、
办事指南等板块及时发布与村
民密切相关及村民密切关心的
信息，方便村民及时了解有关
信息。

进一步发挥村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助理角色，做好 24 小时
“ 群管理员 ”，对村民在社区通
平台反映的热点问题做到及时
联系、及时处理、及时反馈。

社区通平台是农村基层开
展工作的一个良好的助推器，
在创卫复评工作开展以来，罗
泾镇大学生村官在村党支部书
记、主任的指导下，利用社区
通平台进行创卫宣传，实时展
示创卫过程中的工作进度、志
愿者风采和村居干部吃苦耐劳
的精神，弘扬创卫正能量，得
到了很好的成效。在今后的农
村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协助村
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做好推广
工作。并且充分利用好这个平
台，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建
设助力。

工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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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人一步亮身份，在重点
工作中做好榜样作用。

科学优质“发帖子”，提
升村民对村工作的关注度。

及时关注新动态，上报处
理村民反映的问题。

要进一步推进 “ 社区通 ”
工作，我认为在做好宣传的同
时一定也要做好保持平台 “ 粘
性 ” 的工作，村委会在日常工
作中应在平台上多发布通告和
便民服务等信息，并且积极邀
请党员、村民志愿者们在爱心
集市、乡邻互助等板块发布内
容，增加平台的活跃度，使村
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能感受到
“ 社区通 ” 平台的优势和给他们
带来的便利。
（2015 届罗泾镇和平村 曹沁雯）

自从 “ 社区通 ” 平台上线
以后，真正架起了我村村民与
党支部、村委会沟通的 “ 无线 ”
桥梁，畅通了我们服务群众的
“ 最后一公里 ”，加大了村居自
治的力度，提升了服务群众的
效率。
（2014届罗泾镇海红村 马晓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