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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中诚信主要表现出待人真诚和不弄虚作假，这属于一种道德品质，也是学校各种规章制度中对学
生的基本要求，中小学生是青少年道德观念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正是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的重要时机。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诚信的存在对个体的进步产生阻碍。本研究主要探索小学生诚信水平现状以及
干预措施的启示。实验一采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和选取185名小学生参加测验，探索小学生的诚信
行为状况。实验结果表明超过50.27%的小学生会出现不诚信行为，男女性别在不诚信行为上没有显著
的差异。实验二选取57名小学生以“小学生自我发展”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对不诚信行为进行干
预。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小学生经过8节课程的干预后，其诚信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升。本文的研
究发现小学生普遍存在不诚信行为；采用“自我发展”的干预课程显著改善了小学生的不诚信行为。总
之，本研究可以为提升小学生诚信水平提供方案借鉴，采用“自我发展”为主题干预课程，能够有效提
升其诚信水平和干预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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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ity in society mainly shows sincerity in treating others and not making falsehoods. This is a
kind of moral character and is also a basic requirement for students in various school rules and
regulations.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e the key stage in the formation of adolescents’ moral concept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time to carry out the integrity education to the
students.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existence of dishonesty hinders the progress of
individuals. This research mainly explores the status quo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tegrity
level and looks for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integrity level. Experiment 1 uses the “Raven Standard
Reasoning Test” to select 185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est, mainly to explore
the integrity of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more than 50.27%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ill have dishonest behaviors,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genders in dishonest behaviors.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57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intervene in dishonesty behaviors with a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 with the theme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Self-development”.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showed that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8 courses, the integrity level of the pupil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promoted. The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dishonesty behaviors are common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use of
“self-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courses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dishonesty behavior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shor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integr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 use of “self-development” as the theme of intervention cours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integrity and the effect of intervention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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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问题提出
诚信作为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一直是学者的热门研究话题，而有关诚信的文章研究非常之多。通
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发现，这些有关诚信的研究大部分侧重于对诚信概念的梳理，从有关诚信文献综述
中不难发现诚信的基础理论取得的成果比较丰硕。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在小学生群体之中其不诚信行为比
较多，主要表现对父母说谎、抄袭作业应付老师、考试偷看携带小抄、说到不做到等行为；此外，在小
学校园里，也会发现一些不和谐的风气，如学生为减轻自己学习任务和学习压力出现投机取巧；学生在
同学、老师、家长前刻意转变身份，出现表里不一的现象；同学之间存在诺而不行。少有学者用实验的
方法进行收集数据来对诚信行为进行应用研究[1]。在以往有关诚信中，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经济学、教
育学的角度作为切入点的研究，而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来围绕“诚信行为”进行研究的不多，尤其进
行诚信的定量研究就更加少了。从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大部分的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来了解学生的
诚信状况，方式过于单一，而且调查出来的结果或多或少具有主观性因素的干扰，不能在调查的基础上
了解更加准确的诚信情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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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小学生在我国有着较大的人口基数，关注小学生的道德品质中的诚信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都
说小学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花朵。小学生诚信与否对小学生自身、学校发展、民族命运与国家未来至关
重要。小学生如果从小讲究诚信，减少不诚信行为，则未来的国家也是比较讲究诚信的大国。
本文主要目的是更加全面与客观了解小学生的诚信状况，同时对不诚信行为进行干预教育[3]。通过
招募小学生来参加本文实验，把学生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通过严谨的实验设计的方式来探索干预后两
组学生的诚信水平有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进而为在之后的小学生诚信教育上提供更加有针对性和可行
性的方法措施，进一步推动小学生群体道德认知水平中的诚信理念的发展，让小学生从小就讲诚信，也
为以后构建中国诚信行为提供数据与理论的支撑[4]。

1.2. 研究思路
本文有 2 个实验，探索小学生群体存在的诚信差异，并且对小学生所存在的诚信问题采取干预措施。
实验 1 考察当下小学生诚信水平的现状，实验 2 探究诚信干预对于提高小学生诚信水平的有效性。通过
干预实验设计，从而探究干预实验的方法是否对提高小学生诚信水平具有良好效果，并进一步展望，对
干预方法进行更大范围内的推广和提升干预效果。
为了进行有效验证和研究，本文采用的实验方法主要包括文献法、实验法以及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处
理分析，在这个过程中采用 SPSS22.0 进行统计数据分析。通过收集数据的形式来了解小学生目前的基本
诚信状况水平表现，之后将另一批小学生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诚信行为的干预，验证干预方式的有
效性。

2. 实验一调查当下小学生诚信行为的现状
2.1. 目的与假设
2.1.1. 目的
调查小学生在考试当中具有不诚信行为的人数。
2.1.2. 假设
实验假设为不诚信行为的人数要大于诚信行为的人数。

2.2. 方法
2.2.1. 被试
采用分层抽样的形式从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某小学中随机抽样 185 人作为本实验的被试，其中小学
男生人数为 92 人，小学女生人数为 93 人。对 185 名被试采取双盲设计法。
2.2.2. 实验材料
采用经过心理学家张厚粲、王晓平修订“瑞文标准推理测验”作为本实验的测验工具。该测验其突
出特色就是一个非文字的智力测验。该测验被广泛的选用，是一个拥有权威性的测验工具，测验具有较
高的信度与效度。
本文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量表对小学生进行测量，简称 EPQ，英文全称为“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主要包括内外向、神经质和精神质。
2.2.3. 实验程序
首先，主试操作“瑞文标准推理测验”的测试。被试完成测验后，主试要求所有被试把自己刚刚
完成的测试试卷提交上来，但是不对提交的测验试卷进行批阅而是并用手机将每一张卷子拍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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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之后进行对比。其次，在 7 天过后，我们会通过投影仪的方式把测试试卷的全部答案投射到屏幕
上，同时原封不动的把测试卷发给每一个学生自己手中，要求学生自己根据公布的答案，进行自我核
对。学生在自己核对答案之后，按照自己核对的个数，依据准确的个数，给自己的试卷用红笔标注分
数，然后再把试卷提交给主试，主试根据每位被试自己核对标注的分数与之前通过拍照记录的数目进
行对比。使用 SPSS22.0 统计工具，如果学生在自我核对的过程中，没有如实核对自己的实际正确数目，
出现故意多核算自己测验答题的题目数，统计为不诚信行为。最后通过艾森克人问卷量表测试对小学
生实施性格测试[5]。

2.3. 描述统计结果
2.3.1. 不诚信行为现状
经过统计数据，我们发现客观的核对自己答案对错的被试有 92 人，这 92 人表现出较高的诚信行为。
而在核对自己答案过程中，多算自己答对题目数的学生人数为 93 人，也就是这 93 人表现出诚信水平较
差，出现不诚信行为。这就意味着有超过 50.27%的学生出现了不诚信行为。
2.3.2. 诚信行为在男女性别上的情况
通过数据统计我们发现在 185 人参与测试中，如实核对自己答对题数的男生人数为 45 人，而在核对
答对题数过程中出现不诚信行为的男生人数为 47 人。如实核对自己答对题数的女生人数为 47 人，而在
核对答对题数过程中出现不诚信行为的女生人数为 46 人。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t (183) = 0.12，p > 0.05，
即男、女生在不诚信行为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2.3.3. 诚信行为在性格上的情况
对 185 名小学生在性格测试中，我们将具有内外向、神经质和精神质三类学生进行统计分析，并且
验证了其性格特质与小学生诚信水平之间的关系：通过表 1 当中不同人格特质的人群以及其诚信水平得
分统计，其 p > 0.05，因而可以判断性格特质与小学生诚信水平无显著的差异。
Table 1.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he correlation of their integrity levels
表 1. 不同性格特质人数及其诚信水平相关性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Sig 值

内外向

42

4.22

0.42

1.05

神经质

75

4.15

0.51

0.96

精神质

68

4.21

0.46

1.02

2.4. 讨论
在小学生 185 人中出现在核对自己答题题目数中有不诚信行为的有 93 人，超过 50%的小学生存在
不诚信行为，据此发现不诚信行为普通存在于小学生当中。在没有监督的条件背景下，小学生为了提升
自己在别人中的形象，给别人一种呈现一种好的印象，进一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面对测试的时候会
不自觉的采取一些措施与手段。通过数据对比，男女生在测验中，如实核对表现出诚实的人和表现出不
诚信的人数非常接近，所以男女性别在诚信水平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男女小学生都是处在同一个社会
中，社会环境与社会发展对小学生影响是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男女小学生思想意识形成也是非常一致，
道德观念不会出现很大的差异，相反会出现诚信观念的同质化[6] [7]。针对不诚信行为，本研究想要在接
下来的实验中采用干预的手段进行测试，改善小学生不诚信行为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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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二干预小学生的不诚信行为
3.1. 目的与假设
3.1.1. 目的
本研究在实验 1 的基础上发现小学生普遍存在不诚信行为，将进一步采用干预的方法提高小学生的
诚信水平，将小学生诚信问题分为诚信行为和诚信观两部分，其中诚信行为包括学业诚信和生活诚信。
学业诚信即小学生在完成试卷等考试当中没有作弊行为以及没有对自己的评分进行修改提升，生活诚信
指的是在生活中对外界的人际交往等存在诚信行为。而诚信观则包括值得信任性和愤世嫉俗性两个方面。
实验目的通过干预手段的操作，达到干预前后的差异，同时也为对小学生诚信教育提供更多可行的方案
借鉴。
3.1.2. 假设
假设通过以“小学生自我发展”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对小学生进行诚信干预，本实验的假设
即为：通过干预可以有效提高小学生的诚信水平。

3.2. 干预方案
3.2.1. 干预对象
有 57 人参加本次干预实验的研究，将小学生分为实验组有 27 人、对照组的人数有 30 人。
3.2.2. 干预设计
招募小学生自愿参加干预实验，同时本研究采用心理学研究的准实验设计按照完全随机的方法来进
行。一个班确定为实验组，而另外一个班为对照组(表 2)，安排两次不同的上课日期，实验组的小学生安
排在周三中午上课，对照组学生则安排周四中午进行。无论是实验组小学生还是对照组的小学生同时进
行“小学生自我发展”课程内容的学习。但是，我们在实验组中进行诚信行为的教学内容。除此之外，
其它教学内容均相同。
Table 2. Intervention experiment of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 2.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干预实验
组别

前测

实验组

o1

处理

后测
o3

X
对照组

o2

o4

3.2.3. 干预时间周期
本研究的时间周期安排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具体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5 日~2019 年 11 月 23 日，实
验组与对照组每周各进行一次干预实验，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共计进行 8 次的干预实验。
3.2.4. 干预的具体内容
干预实验的具体方法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通过对实验组的学生进行诚信干预教育，即结合小学生
成长阶段的学习特点和心理特点，以符合小学生感兴趣的特点合理的设置 8 次课程内容[8]。
第一节认识你我
在这节课程中为了让招募的自愿参加的小学生能够认识彼此，为今后更好开展剩下的主题课程内容，
也想通过第一节课程来活跃气氛，让大家在比较活跃和轻松的环境下才参加活动。因此，在这节活动中
大家进行桃花朵朵开、自我介绍、分享讨论及作画投射。
DOI: 10.12677/ass.2021.107254

1833

社会科学前沿

钟毅平 等

第二节展望未来
小学生从小被不断问及自己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在未来干什么等等之类的问题。小学生自己
的理想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可能以前想成为科学家、医生；但是现在可能想成为一位网络明星等等。
通过这一节课程让参加的小学生能够更好、更快的打开心扉，拉近距离。实验组的被试同时在这一课程
中增加一次有关诚信事件话题的讨论[3]。话题是“小学生给忘带作业本的同桌编造理由一起去欺骗老师，
导致同学被老师批评了而且还通知同桌家长了”，参与的小学生对此展开讨论。
第三节表现自我
小学阶段的学生知识储备不够，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加上此阶段小学生的心智不够成熟。而且
这个阶段的学生比儿童阶段有更多的技能、才艺，也想在同学们面前展现出来，是又害怕出丑与失误或
者害羞；所以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表现自我的内容。在这个课程的过程增加了“大风吹”暖场游戏，同时
加入了“模拟销售员”游戏。实验组在参加此次要求讨论有关诚信的话题，而且讨论的诚信话题与接下
来要进行的“模拟销售员”有关，如在推销的过程中要不要做到实事求是，以及在推销过程中出现一些
夸大宣传的看法。而后其他的小学生也围绕这个进行讨论和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大家表达完自己观点后，
干预者再通过一个经典销售案例的分享，通过正面的推销案列的分享来让其明白，我们在推销产品的过
程，这本是我们向被推销者来进步展现自己表达能力、品质人格的一个过程。如在推销过程中，让他人
感受到了有不诚信行为，则会遭到拒绝，所以讲究诚信是十分重要的品质。
第四节接受自我
每个人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我们知道有缺点不可怕，我们要敢于去正视缺点。然而小学生在
自己的缺点面前可能选择隐藏，因为他们觉得暴露自己的缺点是非常没有面子的，是件出丑的事情。甚
至有的小学生会因此感到自卑出现自我封闭的情况[9]。实验组在接受自我的活动中通过一个沟通分享的
游戏，来让其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意见；同时他们接受了有关学会诚信的思想教育。
第五节学会沟通
在这节课程中专门安排学生学习有关沟通方法与技巧的理论内容，来帮助我们小学生一些符合年龄
阶段特征和心理特征的社交沟通的能力。当然在课程中我们也会要求小学生用笔在纸上写下在交往沟通
过程中最看重对方的五项标准或者品质，并按照重要程度依次进行排序。再把所有同学写的纸条收集进
行整理，通过我们的统计，我们会发现小学生最看重的是讲究信用，待人坦诚。通过这样的方式方法，
我们可以让小学生意识到在与人的沟通中一定要讲究信用的重要性。
第六节自控情绪
基础于小学生的心智特征，大部分小学生的情绪具有较强的变化性。尤其是在家人、老师、同学出
现一些对自己的负面评价时，小学生很容易情绪奔溃，有的因此情绪低落，有点出现哭闹委屈，甚至有
的出现悲伤的情绪。而稳定、积极向上的情绪有利于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更好的投入到成长和学习中
去。在这节课程中，实验组和对照组都安排表演情景剧，实验组的情景剧设置了与诚信相关的环节，告
知其讲究信用的重要性[10]。
第七节发掘未知的自己
每个人都存在着巨大的潜能，本环节就是让小学生去发掘自己都未察觉的潜在能力，去发掘自己还
未发现的优点与才能；通过发现更好的自己，来增强自身的信心。让小学生在困难面前或者在处理学习
与人际方面，自己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状态，以更加好的态度与能力面对学习。在这一环节我们还是增加
有关诚信的内容。实验组讨论的是“道德责任–讲究信用–治病救人”的两难抉择冲突。通过这个环节
两难问题的讨论来增加其对于诚信内涵与诚信价值的认识，以便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与日常学习来增加自
己的诚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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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科学安排时间
基于小学生年龄与心智特征，在小学生的头脑中时间概念不强，对于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常常会出
现无法按时完成的情况，找各种理由拖沓。尤其在寒暑假期里假期时间周期长，作业任务也相对较多，
但是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小学生在假期里没有明确的完成作业进度的时间安排。往往会出现在假期结束前
一个星期甚至在开学前三天才疯狂的补写各种作业甚至熬夜，这些就是小学生时间安排不合理的典型表
现，最终成为时间的奴隶。所以小学生从小学会合理科学安排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以便从小提高他们善
于使用时间的方法技能。在这个环节中我们给实验组的小学生播放有关诚信话题的视频影像，并且让同
学来进行视频中反映的有关诚信的话题进行想法分享[11]。
3.2.5. 采用的干预方法
在了解了小学生的基本诚信状况，本研究会通过多种的干预方法来为进一步提高小学生的诚信水平
提供方法借鉴。本文所采用的干预方法是借鉴国际小学生诚信干预测试的部分指导方案实施干预，其方
案当中的内容不限于对考试中不诚信行为的干预，部分干预方案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涉及到对人格的完善，
从而从认识自我的角度对个体成长进行全方位的提升，当其研究主要看其对诚信度干预效果的影响。
1) 互动游戏
由于参加干预实验的小学生都是通过自愿招募来参加的，存在彼此不认识的情况，为了在每一个环
节大家都能够尽可能的投入参加，所以我们要通过互动游戏来化解同学们之间的陌生感觉，让大家可以
主动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进而推有关诚信干预实验的进行[12]。
2) 学习理论
在对小学生诚信干预实验前，为了使我们有关诚信的干预内容更好的被学生所接受，我们会在每一
个环节前安排不同的理论学习，比如安排“认识你我”、“展望未来”、“表现自我”等等理论内容的
学习，通过详细的理论讲解来为每一环节诚信相关的干预做好理论铺垫。并且在此过程中，为了增加学
习的乐趣，我们安排了游戏，让大家在游戏中学习理论知识，戏中可以讨论自己对于诚信的认识。
3) 分享
在学习活动中，我们设置了分享的环节，让小学生们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理念，同时也让小学生
在二人小组、多人小组中去讨论分享自己的想法，进而进一步增加小学生们的表达能力，也让他们在面
对讨论表达时，不再选择沉默，逃避，恐惧与害羞，而是积极的去展现自己的优点。当然我们也让实验
组的小学生们通过讨论“诚信两难式问题”来增加小学生们对诚信的认识[13]。
4) 情境模拟
让小学生在活动情境中模拟一些符合小学生年龄特征和生活学习场景的角色，如模拟在推销过程中，
要不要讲究实事求是的案列，以及在交作业的情境中编造说谎的理由，带来自己无法预想的结果，来告
知小学生诚信的重要性。
5) 开展辩论
为了进一步了解参与小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以便更好更加全面地了解小学生，我们开
展了一次“诚信是否是成功的前提条件”的辩论。在这样一场辩论中小学生可以通过列举身边有关因诚
信走向成功或者因诚信走向失败的例子；也可以通过分享自己在儿童至小学阶段父母告诉自己有关诚信
故事，让学生在互动之间学习到诚信的重要性[14]。
6) 问卷调查
在小学生们参与最后一环课程中，我们要求实验组的小学生每人找一个陌生的同学来填写一份有关
诚信的简易问卷，同时要求每个同学用笔在纸条上书写五条自己最看重的交友标准或者是品质，经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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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整理后我们发现诚信是在这些中最重要的[15]。

3.3. 结果
本实验对实验组进行了前测与后测的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omparison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differenc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表 3. 实验组前测、后测差异比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实验组前测

实验组后测

27.67 ± 4.80

31.33 ± 5.28

生活诚信

48.33 ± 8.03

51.96 ± 6.28

−1.79

0.079

76.00 ± 10.13

83.30 ± 9.75

−2.60**

0.009

值得信任性

20.26 ± 4.15

20.33 ± 4.86

−0.06

0.95

愤世嫉俗

19.15 ± 6.02

21.89 ± 5.62

−1.73

0.09

诚信观总分

39.41 ± 8.19

42.22 ± 8.64

−1.23

0.23

总问卷

115.41 ± 15.31

125.52 ± 14.65

−0.25**

0.02

诚信行为总分
诚信观

**

−2.67

p
**

学业诚信
诚信行为

*

t

0.01

***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通过分析表 3 我们不难看出，实验组的小学生在经过诚信内容干预后小学生的诚信得分显著高于小
学生前测的诚信水平得分。通过分析发现，在学业诚信中，实验组在干预实验条件下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p = 0.01)，在诚信水平的总分上也表现出有显著差异(p < 0.05)。但是在诚信观上，在值得信任性和愤世
嫉俗方面等维度因子上，没有显著差异(p > 0.05)，尽管这些维度因子得分在比干预实验前有所提高。因
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小学生在参与干预实验后，小学生的诚信水平是有提高的。说明诚信干预
实验对提升诚信教育水平是有效果的。
Table 4. Comparison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differences in the control group
表 4. 对照组前测、后测差异比较
一级指标
诚信行为

二级指标

实验组前测

实验组后测

t

p

学术诚信

22.65 ± 4.50

28.25 ± 4. 80

−2.78**

0.004

38.33 ± 8.03

41.25 ± 6.79

−1.78

0.1

54.00 ± 12.35

58.25 ± 7.43

−2.54**

0.2

值得信任性

14.24 ± 4.50

15.22 ± 4.25

−0.54

0.6

愤世嫉俗

生活诚信

诚信行为总分
诚信观

*

**

12.32 ± 5.02

17.89 ± 2.14

−1.01

0.2

诚信观总分

35.24 ± 8.24

34.25 ± 2.15

−1.24

0.23

总问卷

102.78 ± 15.24

103.35 ± 15.24

−0.25**

0.1

***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经过实验数据结果分析(表 4)，我们发现，在对照组中没有进行干预性实验教学，而是按照常规的方
式进行测试和教学，可以看出后测相比前测，诚信行为的得分和诚信观的得分没有明显高于前测，诚信
行为和诚信观当中的 p 值均小于 0.05，干预手段没有成效。在不加诚信干预的前提下，小学生的诚信得
分也会有所变化，但是其变化范围不够大，和参与诚信干预的人群相比，其诚信得分偏低，即便在后测
的时候其诚信得分仍然低于参与诚信干预的群体，说明在不参与干预实验的前提下，随着小学生接受教
育程度的加深，其诚信问题也会有所改善，但是其改善幅度较小，其得分远远低于实验组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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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讨论
以“自我发展”为主题，设置 8 节课程，围绕小学生诚信行为展开，小学生在“认识你我”、“展
望未来”、“表现自我”、“接受自我”、“学会沟通”、“自我情绪控制”、“发掘未知的自己”和
“科学安排时间”8 节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通过游戏互动、理论学习、分享、情景模拟、开展辩论与
问卷调查等干预的方法来增加实验组诚信内容的学习，进一步强化小学生的诚信意识，让小学生认识到
诚信的重要性。在学习的过程中要通过干预的方法来减少小学生在考试中和在完成作业任务的过程中抄
袭作业的行为出现。经过干预表明，小学生在干预后，尤其是在经过长时间的干预，其诚信观念在有关
诚信话题学习讨论与诚信情境中会被不断强化，诚信理念不断增强；进而这一观念会持续影响小学生的
学习、交往、生活，减少之前的不诚信行为，逐渐开始讲究诚信，树立诚信意识。因此，小学生在参与
干预实验后，小学生的诚信水平是有提高的。说明诚信干预实验对提升诚信教育水平是有效果的。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本文调查小学生诚信水平现状，进而采用干预手段对小学生的诚信进行研究。实验一的结果发现超
过一半的小学生具有不诚信行为，但是男女在不诚信行为上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有来自作业和测试的
压力，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小学生在学业层面上表现出来的诚信水平不足的问题，从而对这一问题进行干
预，通过实验干预的方式验证是否能够对小学生诚信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因而，实验二采用以“小学生
自我发展”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对小学生进行诚信干预实验，设置 8 次课程内容等方法进行干预。
小学生在参与干预实验后，不诚信的行为发生的频率出现缓慢下降。说明通过增加诚信内容的学习来进行
干预是有效果的。这样的实验操作对教育工作者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不断提高小学生的诚信行为[16] [17]。

4.2. 研究展望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当下小学生的诚信水平在较多的领域表现不足，提升小学生的诚信意识是非常有
必要的，小学生的未来关乎到我们国家的未来。而且提升小学生的诚信水平不仅有利于小学生自己道德
品质的发展和未来的成长；同时还有利于提升小学校园的诚信氛围，进一步推进构建诚信和谐校园，最
后也有利于国家进一步打造社会主义诚信价值体系[18]。
因此，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多个方面来提升小学生的诚信水平，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建议：1) 加
强宣传小学生诚信水平的教育。在小学生的校园生活中，学校老师可以组织诚信话题的主题班会来强化
小学生的信用意识，同时学校也可以定期邀请一些诚信典型人物来分享诚信的心得体验，让小学生增强
诚信认识，强化诚信标准，提高自己的诚信心理，以便更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2) 发挥父母家人的榜样
作用。小学生的诚信教育离不开父母的家庭教育，父母在教育小学生的日常过程中如果自己可以说到做
到，对于答应孩子的事情能够用实际行动去兑现，而且父母答应别人的事情也可以同样去履行。那么我
们就会发现小学生在父母这种良好的耳濡目染下会在内心自觉地以父母为榜样，进而严格要求自己也要
自觉地像父母一样讲究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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