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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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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同样的事，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

同的遭遇，不同的境界，不同的结果？因为

知识可以补充，能力可以锻炼，性格可以陶

冶，然而思维形成定式的时候，却难以改

变。时代需要在变革中发展，班级工作也

要不断进行创新。班主任要打破传统的

“单兵作战”思维定式，改变班级经营就是

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传统意识，转变

思维方式，积极联动资源，拓展团队力量，

由单兵作战转向全员共育，做一个开门办

班的班主任。

开门办班，要打开全科育人的大门，

联动每一位科任教师，作为班主任的紧密

搭档。在每日线上线下的“班科联席会”

上，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共议改善点和发扬

点，有难题一起解决，让这一做法成为班

科之间基本的工作习惯；在每周的综合实

践活动中，班科之间共同设计项目学习课

程，大家群策群力，一起推动跨学科课程

的综合化实施；在每月“文化墙设计”时，

班主任要努力把教室变为一个百花齐放、

包罗万象的舞台，让更多学科在教室里找

到能有所作为的空间；在每次“期末评价

会”上，有团队的全面关照，班主任不妨改

善“一言堂”的状态，转化为学科教师的

“参政议政”。这些常态化的做法，能打破

班主任和学科教师之间像平行线一样互

不相交的状态，通过机制的改变和重组，

帮助班主任和科任教师有效集纳智慧，紧

密协作，形成班级全科育人合力，让每一

个学生真正受益。

开门办班，要善于打开家校智慧协作

的大门，联动每一位家长，作为班主任工作

的重要支撑。班主任不妨改变“请家长来

做义工”的传统方式，充分发挥教师和家长

的智慧，作为彼此工作生活的有效支撑。

如果说每所学校都能够成立一个“家长学

校”，那么每个班级也可以尝试成立“在线

家长学堂”，带着家长成立联系紧密的学习

共同体，带动科任教师、优秀家长甚至社会

人士在这里轮流开讲，共同致力于家庭教

育水平的稳步提高。家校间的智慧协作不

仅要充分运用教师的智慧带动家庭，更可

以大胆尝试借用家长的智慧服务于班级发

展。班主任不妨尝试邀请几位文化素质较

高、有一定组织策划能力的家长，组建“班

级智囊团”，共同研究班级各项活动，共议

班级特色课程系统，用家长的智慧丰富班

级管理方式。

有人说，科任教师和家长团队是班主

任工作的“两翼”，其实班主任还有许多可

以充分利用的资源。做一个开门办班的班

主任，不仅要打开课程建设的大门，打开团

队共育的大门，更要敢于打开资源联动的

大门，多维协同推动育人工作。比如，班主

任可以联动同年级班主任，共享优质家长

资源和社会资源，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为

年级“中课堂”甚至学校“大课堂”助力；班

主任可以大胆尝试联动兄弟学校的班主

任，重要节日一起策划、分头实施，让天南

海北不同学校的教师能够分享到集体备课

的智慧；班主任还可以突破性地联动社会

机构，共同设计研学旅行课程，通过学校备

课、社会机构备课、集体复备的三轮备课，

悉心研究课程，助力学生深入社会、回归大

自然中进行草根研究；班主任可以大胆联

动社区资源，走入博物馆，走入社区敬老

院，走入平常百姓家……主动研究，积极参

与，在社区大课堂中开阔视野，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养。心宽了，教育的智慧就有了；视

野宽了，教育的格局就有了；行动变了，崭

新的状态就出现了。

以开放的心态在开门办班中联动资源，

在深度协作中团队共育，在广纳雅言中支持

学生茁壮成长。幸福是奋斗出来的，2018年

做一个开门办班的班主任，为学生发展搭建

多维共育的舞台。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渝北区巴蜀小学）

做开门办班的班主任
□田冰冰 刘 佳

尊敬的家长和亲爱的同学们：

我是梅洪建，担任咱们班班主任。接手

这个班级，我备感压力，因为高二是整个高中

生活中最容易失控的一年，可能会决定每个

同学或家庭的命运。两年我们将一起度过，

它的严峻和神圣让我感觉有不能承受之重。

但不管怎样，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好手挽着

手，风雨兼程地往前赶。说手挽着手，是因为

孩子、家长和我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

都会阻碍梦想的实现。所以，这个过程中，我

们需要在一起，需要心贴心……

在这里，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们说。

第一句，让别人因我而幸福。或者叫不

给他人添麻烦。没有人会喜欢一个完全自我

的人，而一个热心的人、不断让别人感到幸福

的人往往会受到欢迎。所以，我真诚地希望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要留下这句话——让别人

因我而幸福。如果你可以这样做，我相信一

定会给别人带来幸福——

乐于奉献。不因为自己为班级多干一点

活儿感到吃亏，愿意诚心地帮助他人。你的

奉献会给别人温暖，反过来别人也会帮助

你。一颗星星无法点亮星空，只有群星闪烁

才能星空灿烂。大家相互抱团取暖，这将是

多么美好的集体。作为家长，如果我们不因

班主任或学校的一点不足就大动肝火、动辄

举报，而是想着沟通、理解，想着“我能够为班

级和孩子做什么”。您一定会得到他人发自

内心的感激和赞赏。因为您的行为展示了您

的涵养，更昭示了您为孩子成长的责任心。

注重细节。亲爱的同学们，如果你能准

时做事，如果你能悄悄捡起教室里的垃圾，

如果你看到教室里有一点不足就主动承担

责任，如果你把“让我的班级成为最好的班

级”作为自己内心的信念，那么任何一个看

到的人都会喜欢你，而且你的形象会引领更

多人成长，会让一个班级变得更优秀。反

之，如果你对班级的许多事情视而不见，自

己桌旁的垃圾一堆，或者以“不是我扔的，我

凭什么捡”为借口不作为，那么，你将用自己

的行动告诉所有人，你是个自私的人。亲爱

的家长朋友，古语有云“言传身教”，如果您

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是一个在孩子面前展

示出整洁、宽厚、仁爱的人，孩子一定会因此

耳濡目染、日益提升。如果您对自己的孩

子、对孩子的老师都很苛刻，您和他们就很

难成为真正的好朋友。我相信，如果这样，

您在任何场合都很难交到真心的朋友。

遵守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

一个团体都有它的规则。学校也一样，除

了各个层面的具体规则之外，三条红线要

时刻铭记：不许恋爱、不许买外卖、不许带

手机（老年机到校关机可以，智能机一律

“没收”，请家长此处签字）。至于原因，我

相信每个人都能理解。不要因为别人对自

己执行规则而有抵触心理，这是一种规则

意识的渗入，也是一种涵养。亲爱的家长

朋友，我希望我们的沟通存在几个层面：家

长会，学校家长会之外，我希望我们一个月

聚一次，共同交流孩子的教育问题；信息平

台，博客、微信、班刊；家校随谈，有问题随

时沟通，而不是一有问题就直接找领导。

如果造成了彼此伤害，未来的两年我们又

能如何“愉快地玩耍”呢？

第二句，我和他们不一样。每座山、每

条河都应该有一个温暖的名字，每个人都应

该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可是教育的现实是让

许多人成为一个模子里的批量产品，孩子们

的个性消失了，灵气消失了。在大环境的裹

挟下，家长的眼睛也死死地盯着分数，甚至

不允许孩子有丝毫的起伏。您的过往就没

有起伏吗？您的事业就一帆风顺吗？谁都

不是圣人，但我们必须走在追求卓越的路

上。所以，我想和各位分享——

勇于挑战。在这个班级我会创造各种

平台，让大家在不同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生

活部，让活动丰富你的生活，充盈你的灵魂；

宣传部，让你学会宣传，学会沟通，学会演

讲；财政部，让你学会理财，会念生意经；智

囊团，让你出谋划策，在管理的道路上走得

更远……这是挑战，更是锻炼成长的机会。

我希望你能勇敢承担，而不是拒绝成长。亲

爱的家长朋友，许多有创意的班级活动，例

如家长讲坛、校外活动、为孩子成长出谋划

策等，对您也是挑战，但这些挑战都是为了

孩子更好地成长。此外，我期待着形成一系

列家长培训机制，让我们在学习中成长，在

成长中作为。

活出尊严。以前的自己不管怎么样，那

都是过去。当下面对任何困难，你都要告诉

自己，我是个人，我要有作为人的尊严，我要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今天“对我爱搭不理的

人”，明天“高攀不起”。只有这样，你才会懂

得，人为何一撇一捺就可以顶天立地。在接

下来的日子里，我会给大家的成长不断注入

动力。如果你觉得自己很优秀了，那么我得

警告你，即使你在学校考了第一名，那又如

何？外面的许多人或许更加优秀。亲爱的

家长朋友，您一定也想让自己因为孩子的优

秀而感到有面子，其实我也是。所以，别打

击孩子，多给他们注入一些动力吧；别打击

班级，多为班级注入一点正能量吧。请相

信，老师与您的心思完全一致——让孩子变

得更加优秀。

“让别人因我而幸福”，做一个高尚的

人，给别人带来温暖。

“我和他们不一样”，做一个不断进取的

人，让自己活得有尊严。

让我们一起用心沟通，用爱滋润，用灵

魂激活，用行动成长吧！

梅洪建

（作者单位系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一封信，奠定班级大局正视
教育方法的差异

□王晓春

新接一个班，班主任要面对纷繁复杂的事情，“开门办班”或是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本期，
几位资深班主任建议，不仅要利用家长资源，还要利用社会资源，助推班级的稳定发展。

班主任虽然是全世界“最小”的主任，肩负的却是学生生命中“最重”的责任。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所以——

要做好班主任，就需要我们对班主任这一职业高度认同，就需要我们怀揣着对教育的赤子之心。职业认同感越强，我们内心就越

宁静，就会获得无穷的力量。

要做好班主任，就需要敏锐觉察学生内在生命成长的诉求，始终以学生生命成长为教育的原点，遵从学生

生命成长的规律，将教育情怀转化为具有生命张力的教育行为，培育学生成为完整而独立的生命个体。

祝《中国教师报·班主任周刊》越办越好，引领我们敬畏生命，呵护生命，肩负重责，完成使命。

梁 岗 四川成都石室中学教师，曾获“全国十佳班主任”“四川省阳光教师”等称号

我为《班主任周刊》代言

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教育方式主要

是教学式的，虽然教学方法多种多样，

但基本上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主。家

庭教育不是教学式的，而是生活式的，

没有课程表，没有教科书，没有作业和

考试。如果说孩子的收获在学校是“学

得”的，在家里则是“习得”的。学校里

的学习是有计划、有目标的，家里的学

习则多是自然而然的。学校里的学习

是“有意栽花花须活”，家庭教育则多是

“无心插柳柳成荫”。教师的教育姿态

是培养与塑造，家长的教育姿态则主要

是影响与交流。

教师必须“刻意”给学生做榜样，

这是一种职业规范。从某种意义上

说，教师必须会“演戏”，如果你的某些

言行对教育不利，就必须加以控制，此

事没有商量的余地。按理说，家长也

应该以身作则，但家长因为与孩子生

活在一起，要“演戏”很难。所以，家长

的榜样属于本色榜样，家长在孩子面

前的表现，比教师更真实、更立体，瞒

也瞒不住。真实的东西对人感染力最

大，所以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有时会超

越教师。人们常说孩子是家长的镜

子，很少有人说学生是教师的镜子。

潜移默化的渗透，远比一本正经的教

学更能在孩子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正规的学校教育一般在传承知识技能

方面有优越性，而在培养学生性格和

非智力因素方面则不敌家庭教育。教

师若能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减少许多

焦虑和自责。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在方法上还

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学校教育是集体教

育，家庭教育是个体教育。要说“面向

个体的教育”，家庭教育远比学校教育

更名副其实。因为儿童和青少年都爱

模仿，有从众心态，所以在集体中教育

孩子相对容易一些。学校教育在这一

点上很有优势，班级舆论可以给教师很

大帮助。即使在家庭中，两个孩子也比

一个孩子好教育。一个孩子不好好吃

饭，两个孩子就抢着吃了，他们实际不

是在吃饭，而是在“吃”人际关系，是在

玩游戏。家庭中缺乏同龄人群体（独生

子女家庭尤其突出），这给家庭教育造

成了很大困难。教师要充分理解家长

的这个困难，否则就会给家长提出一些

不切实际的要求。

因为教师水平不同，学生基础不

同，学习同样的课本内容，学生最后

的学业成绩会有很大差距。但是差

距再大，也没有不同家庭孩子的性格

素养差距那么大，他们有的几乎是天

壤 之 别 ，完 全 不 可 同 日 而 语 ，为 什

么？因为学校教育有统一教材，能标

准 化 ，有 章 可 循 ，再 差 也 有 个 边 界 。

家庭教育则不然，家庭教育无法标准

化，几乎全靠家长的素质起作用。而

家 长 的 素 质 ，人 与 人 可 就 相 差 太 多

了。家庭教育的关键并非方法问题，

关键在于家长是什么样的人。而这

一点，恰恰是学校无法掌控也很难改

变的。我常对教师说；“你连孩子都

改变不了，还想改变他们的家长吗？”

所以我劝教师和家庭教育的专家，对

于“ 家 长 学 校 ”切 不 可 期 望 值 过 高 。

别以为家长可以像学生一样，上几节

课就学会了教育孩子，然后就给学校

送来一个合格的好孩子，这样的想法

过于天真。家长学校肯定有用，但不

会有奇迹发生。

（作者系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

所退休教师）

□梅洪建

大家立场大家立场

给班主任的建议④
新班主任如何快速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