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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学班主任，天天与小孩子

厮守在一起。与小孩子相处越久，越

容易被童心征服。

那是正式开学的第一天。

升旗仪式后，回到教室，孩子们纷

纷拿出从家里带来的水果，手舞足蹈

地吃起来。顿时，教室里洋溢着淡淡

的果香。每当他们专心致志地吃东西

时，大可不必担心纪律问题，他们通常

吃得比较忘我，教室里除了流动的风

声，就是类似蚕食桑叶的细碎声响。

远远看去，有三个小女孩在一群

忘我的小吃货中间，显得有些不太协

调。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她们忘记

带水果盒了，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小伙伴们大快朵颐。

“把我的水果分享给你们一些吧！”

说着，我打开了自己的水果袋，掏出一袋

小西红柿。鲜红的果子散发着可爱的

光，而三个孩子却没有动。

“来吧！一起分享！”我笑着说。

三个小孩子开心地走出座位，每

人拿了两个小果子回去。

这时，一个叫小雯的女孩子小心

翼翼地托着水果盒的盖子向我走来，

盖子上躺着两小块哈密瓜。

“苗苗老师，刚才我看见你给小朋

友分享水果了。我也给你分享一点

儿！”瘦瘦小小的小雯站在我面前，仰

着头，眼睛亮晶晶的像璀璨夜空中的

星星一眨一眨。面对这个纯真的孩

子，我的心海翻起了感动的浪花。

“谢谢小雯宝贝。”说着我拿起一

块哈密瓜放进嘴里，甜丝丝的滋味不

仅留在唇齿间，也印在了心里。

小雯看着我吃完哈密瓜，小眼睛

弯成了小月牙，心满意足地走回座位。

此时，前面的小皓翔转身往小雯

的水果盒里放了几颗黑黑的蓝莓。

“分享，真快乐！你瞧，我们每个

人只带了一两种水果，如果分享，我们

既可以尝到哈密瓜的香甜，还可以品

味到蓝莓的滋味呢！”说完我向小皓翔

和小雯投去赞许的目光。“如果你们都

能把水果给那些没带水果的小伙伴分

享一些就更好了。”

于是，三个没带水果的小朋友收

获了许多不同的味道。

故事还没完呢！

第二天一大早，昨天没带水果的

小阳同学带了一袋水果给我，里面有

好几种呢！

“苗苗老师，谢谢你昨天给我水果

吃。”小阳说。

小阳今天带了许多种水果，我知

道她是把昨天收集到的味道储存进小

小的心房，今天播撒出去，又收获了许

多幸福。

有人说：“美具有引人向善的作用

和力量。”赋予人一个美好的灵魂，他

的外表也将一同美丽。

（作者单位系吉林大学附属中学

小学部）

把味道
存进心房

□耿玉苗

班主任班主任2018年1月24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

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

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

——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

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唯

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

的学生。

——教育家陶行知

教师进行劳动和创造的时间好比

一条大河，要靠许多小的溪流来滋养

它。教师时常要读书，平时积累的知识

越多，上课就越轻松。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硬塞知识的办法经常引起人对书

籍的厌恶。这样就无法使人得到合理

的教育所培养的那种自学能力，反而会

使这种能力不断地退步。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

现实是此岸，成功是彼岸，中间隔

着湍急的河流，兴趣便是河上的桥，只

要行动就可以通过。

——俄国作家克雷洛夫

成功好比一个梯子，“机会”是梯子

两侧的长柱，“能力”是插在两个长柱之

间的横木。只有长柱没有横木，梯子没

有用处。

——英国作家狄更斯

人的思想是了不起的，只要专注于

某一项事业，就一定会做出使自己感到

吃惊的成绩。

————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

问题永远不在于如何使用头脑里

产生的崭新的、创造性的思想，而在于

如何从头脑里淘汰旧观念。

——VISA创始人迪伊·霍克

（崔斌斌 辑）

我和你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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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立场】有着丰富经验的您，

对班级建设和班主任成长最近有哪些

深度思考？该栏目给您提供表达观点

的平台。1500字左右。

【班改解码】班改如何促进和支持

课改，班改有哪些生动的创新经验？

让我们一起挖掘基层学校出现的深度

班改经验。4000字左右。

【创意班会课】有创意的班会课，会

达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老师，你的

班会课有哪些创意？产生了什么样的

效果？欢迎记录下来。1500字左右。

【班级名片】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

文化，老师，你所带的班级班名是什

么？有什么班级公约？又有什么小组

文化……这是一个图文结合的栏目，

展示有创意的班级文化、班本课程等。

1500字左右。

邮箱：zgjsbbzr@163.com

咨询电话：010-82296572

（投稿请注明栏目名！稿件必须

为原创且未公开发表！）

““小蝴蝶班小蝴蝶班””化茧成蝶化茧成蝶
□ 李 英

班级
名片

晚上接到一条求助微信：我的儿子是一所

省重点中学的高二学生，在学校附近租房，家长

不陪读。前天跟同学打闹伤到了胃部，昨天疼

得有些厉害，想去医院看看。因为我家距离学

校太远，孩子说要不让那个同学的妈妈领着他

去。他的班主任跟我说，这点事要是让同学家

长带着去，以后同学之间怎么相处。我当时认

可班主任的说法，于是联系了房东陪孩子看

病。不过，班主任最后还是让双方家长到学校

沟通。这期间，班主任质问孩子：“你肚子真那

么疼吗？我看你就是人品不行。”又暗示那个学

生交友要小心。我的儿子经检查无大碍，双方

家长沟通也挺好。但班主任的话让儿子特别生

气、委屈，他只是怕加重病情，没想到被扣上一

个“人品不好”的帽子。我很难劝动孩子，又怕

他想不开……我该怎么处理？

看到这段文字，在心疼孩子的同时，我不

禁叹息：这件事就是班主任做得不对。

首先，别说是打闹，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

发生，只要孩子说身体不舒服，就应该引起

重视。

其次，班主任随意给学生“扣帽子”实在是

过于任性。如果班主任预料到这样的打闹不

会产生严重后果，递一杯热水，安慰几句，或者

让他回寝室休息一会儿，这个孩子肯定就不会

再说什么。教师安慰就是几句话的事，何必非

要说人品如何呢？

其实，孩子之间的矛盾根本没有构成多少

伤害，大人的态度却让孩子受到了二次伤害，

进而让矛盾升级。

有人说：道理都懂，但看见班里出事，自己

就控制不住要发火啊。其实，这是因为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雷区”。

每个班主任都不希望学生出状况，一听到

学生告状，有的班主任根本就不想了解事情经

过，心头的火直往上冒：我忙得很呢，没时间听

你们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许多时候，我们

不是为某一件事情的发生焦虑，而是为这件事

情带来的情绪而焦虑。这很容易让人陷入一

个怪圈，不停地想阻止这样的焦虑情绪发生，

于是埋怨学生小题大做，抱怨自己工作劳累，

指责家长不配合，却不肯接纳、分析、处理现实

中已经发生的事情。

那么，何不一开始就把门打开，解决问

题呢？

在我思考这个问题时，又看到了家长的微

信留言：以前我也与班主任沟通过一次，班主

任说孩子小气的毛病得改。昨天我跟孩子电

话聊天时告诉他，一要宽容、大度，谅解别人的

不当言行；二要当这是一次人生的挫折，以后

还会遇到类似的事，得锻炼自己的承受能力。

孩子当时言辞激烈、情绪激动，第二天才平复

下来，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家长说，班主任以前就说孩子小气，现

在又一次给孩子扣帽子，这次的情绪其实包

含着以往所受的委屈，所以表现才会那么

激动。

能看得出，这个家长与孩子的关系非常好，

尽管她的劝导表面上解决了问题，却可能在孩

子心里埋下了“地雷”——心理问题的隐患。

中医讲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其实我

们的情绪也是一样的。当一个人出现心理问

题时，他的情绪已被“堵”了。比如，小时候爸

爸冤枉了孩子，打了孩子，让孩子产生了极大

的负面情绪。如果这个情绪得不到很好的安

抚，那么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事情可能会被

忘掉，但情绪永远在心底——这一情绪就被

堵住了，成为孩子一生的“雷区”。孩子长大

后，一旦遇到被冤枉的事情，甚至都不想辩

解，坏脾气直接爆发。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人

因为微不足道的事情，一触即发、酿成大祸的

原因。

不仅仅孩子有自己的“雷区”，难道你、我、

他，甚至看起来很有修养的教师，就没有自己

的“雷区”吗？

孩子在学校被班主任这样评价，家长却告

诉他“要宽容”“要大度”“要坚强”，孩子会怀疑

自己的人格魅力，会觉得大家都在指责自己；

家长告诉他“社会上这样的事情有许多”，他的

感觉只会更加压抑。所以，孩子言辞激烈反而

是一种宣泄，是好事。

为什么许多中小学生在学校受到欺凌却

不愿意告诉教师、家长？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即使告诉教师、家长，他们也会让自己大度，让

自己忍让，让自己接受打人者的道歉，甚至有

些家长还会说：“为什么他不打别人就打你？

肯定是你做得不好”“人家都道歉了，你怎么还

这么得理不饶人”……

这样的劝导是典型的二次伤害。那么，在

这件事情上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

首先，家长要与班主任联系沟通，只要家

长言辞恳切，班主任肯定会接纳意见。

其次，家长要充分体会孩子的伤痛，与孩

子共情：“我知道你很难受。如果这件事情换

作是我，反应肯定比你还大，可能比你还要生

气。老师这样说你，其实是偏颇了……”

再次，要善于激发孩子高尚的情操：“其

实，你现在的表现已经非常大度了，你也没有

和老师争吵……孩子，你很有修养，你真的很

坚强，妈妈为你自豪。”

当然，这样的话，班主任也可以说。

最后，让我们看看苏州一位教师班上发生

的事。

那天刚下课，一个小朋友满脸委屈地跑到

办公室对班主任说：“老师，小胖把我的手弄痛

了，还不给我道歉，我不跟她玩儿了！”看到孩

子委屈的样子，许多教师会把小胖叫来，问清

原因，或者讲一番道理让两个孩子和好；或者

像上文那个班主任一样，批评小朋友小题大

做，过于小气……但这个班主任没有这样做。

她把小朋友拉到自己怀里，托起孩子的小手，

用嘴巴吹吹，然后用手捧住孩子的手说：“来，

老师给你暖暖。”过了一会儿又说：“还疼吗？

要不要老师再给你吹一下、暖一会儿？”“不要

了，老师我出去玩儿了。”

班主任之后说，小朋友出去玩的对象，恰

恰就是小胖。

我想，这必然是学生最喜欢、最有魅力的

班主任。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班级问答 李 迪

“小蝴蝶班”是我以前带过的

一个班级，在那里，我储存了许多

美好的记忆。

班级标识

片片嫩芽代表着活泼可爱的

孩子们，像春天的幼苗一样朝气

蓬勃，欣欣向上。枝干部分造型

与“Love”相似，代表着班内师生

亲如一家，共同沐浴在爱的温暖

中。整个图案像翩翩欲飞的蝴

蝶，与班级名称相呼应，蝴蝶的自

信、美丽正是班级学生精神面貌

的象征。

班级愿景

每一只丑陋的毛毛虫都会蜕

变成美丽的蝴蝶，只不过有的快，

有的慢。每一个孩子都会在时间

中慢慢成长，认真地经历和付出

吧！唯有如此，才会迎来那个自

信、美丽的自己！

教室之变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教室是有生

命的。还记得刚刚走进这间教室，我

觉得用丑陋的毛毛虫形容真的一点

都不为过。经过师生两次精心整修

和妆扮，教室变得整洁而美丽，心细

的孩子从家里拿来小盆的花，有些还

干脆拿来土和种子种植、照顾，简直

就是一个个小小的园丁。一场春雨

过后，种子发芽了，孩子们不顾雨淋，

找来蚯蚓和蜗牛为花草松土……我

们把大自然一起搬进了小小的教室，

这里逐渐有了生活的气息。

读书对弈

每周四下午第三节是雷打不

动的阅读课，我都会把时间交给孩

子们。有时我们共读《假如给我三

天光明》，一起感受海伦的自信、乐

观和坚强。有时我们自由享受自

己偏好的题材，你读《安徒生童

话》，沉浸在灰姑娘变公主的美妙

幻想中；我读《动物百科知识》，了

解世界上最大的鸟有多大的翅膀；

他埋头边读边画，看这世界上最先

进的手枪什么模样……我也坐在

孩子们中间，捧着泰戈尔的诗集来

一次心灵的涤荡。此刻的教室多

么安静啊，在这里，38 颗心灵在知

识的王国中自由徜徉。

每周五下午的社团活动跳棋

课，让平日安静的教室立刻变成激

烈的赛场。大家三五成群，你一

招，我一势，你静静沉思，我妙招突

现，忍不住为好棋大声喝彩，偶尔

错走一步又叹息连连。在对弈中，

学生活跃了思维，在对弈中，学生

收获了友谊。

爱的惊喜

每一天都有精彩的一幕，这不仅

仅指优秀孩子的精彩表现。更让人

感动的，是每一个孩子的点滴进步。

大家积极向上，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教

师的“优秀星”奖励，还发现自己原来

能比昨天更优秀。我也时常会给孩

子们制造惊喜，悄悄地来一次小礼物

的奖励，奖励进步最大的孩子，让他

感受到自己很了不起。同时，我也收

获着孩子们对我浓浓的爱，一个甜甜

的小蛋糕，一块小小的润喉糖，甜蜜

的不仅是味蕾，浸润的不仅是喉咙，

我的心也跟着醉了。

因为有爱，这间教室才变得如

此多姿多彩。因为有希望、有期待，

我们才不畏化茧成蝶的艰辛，一切

只为明天更美丽、更自由的飞翔。

班 诗

《化茧成蝶》

我是一只蚕，

一只渴望成蝶的蚕，

我，笨拙，丑陋。

我是一只蚕，

一只渴望成蝶的蚕。

我游任于万般铅华，

咀嚼，吞噬……

用我那柔弱的思维织就。

层层的倾吐，堆码……

将我裹成一个茧。

积累，酝酿……

吸日月之精华，

品人间之甘苦。

终有一日，我破茧而出，

羽动我的翅膀，

我竟轻灵地飞，

姹紫嫣红，我轻舞飞扬，

原来我已破茧成蝶。

一只最美丽的——蝴蝶。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石家庄市

谈固小学）

当孩子和同学闹矛盾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