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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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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班主任做的是学校里最苦、

最累的工作，同时也是距离最纯、

最美的快乐最近的岗位。

2. 班主任的价值在于成人之

美的同时，成就自己的魅力人生。

做一名好班主任，获益的首先是自

己，引发的是我们对生命的关照、

体察和感悟。所以，请以感恩之心

对待我们的职业吧。

3. 世上有一种既如水一般温

柔又像水一样富有力量的东西，那

就是悲悯。请以悲悯之心看待班

里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生命都值

得我们心存敬畏、慎重对待。

4. 所有生命的成长都是主动

的。真实有效的教育，其本质是生

命主体参与的自我建构。没有真

主动，就没有真教育。

5. 教育就是生命与生命的互

动。唤起学生的生命意识，引导学

生基于自信、自尊不断进行自我构

建，演绎自己，完善自己，最终成为

最好的自己。

6. 班级管理的实质不是掌控

一批人，而是创设出一种环境，然

后让学生潜在的善良和能力在这

样的环境中得到尽可能的释放。

7.“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是

一种管理的价值追求，是一种管理

的艺术——一种被管理者意识不

到的正在接受的管理，而事实上却

正在接受管理的积极性，唤醒人的

主体意识，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发

挥人的主体能力。

8. 管理——理管——情管——

“我”管。

9. 最美的学习在路上，最真

的成长在生活中，最深的教育在关

系中。

10. 自由只存在于“束缚”中，

没有堤岸，哪来江河？规则是自由

的法度。

11. 以班级文化的核心价值为

引领，提升班级凝聚力；以丰富活

动为途径，在不同的角色中相互发

现，激发出每个人的活力；以班级

规则为依据，理顺主体间的行为关

系，增强班级“免疫力”；以人文评

价为保障，多维度发现学生的成长

点，凝聚集体的力量，提升班级竞

争力。

12. 所谓的学生自主管理，并

不是指用学生对学生的管理替代

教师对学生的管理，而是指通过学

生对学生的管理，唤起学生对自己

的觉察和关照，逐渐实现自己对自

己的管理。

13. 班主任也不能忽视课改

工作。自主、合作、探究三者之间

有严格的逻辑关系，没有自主就

不会有真正的合作，没有真正的

合作就不会有真探究。许多课改

渐渐变“虚”，其根本原因是没有

解决好第一步，就急急忙忙走向

了第二步、第三步，结果出现为了

合作而合作、为了探究而探究的

情形，把真实的学生成长变成了

虚假的秀场。

14. 自主是有源头的，它的人

性基础是自尊，每个生命天然就有

尊严需求。但如果这种需求没有

坚实的发展做基础，自尊就转变成

了虚荣。有时为了捍卫这种虚荣，

甚至会采取攻击性行为。只有以

发展为基础的自尊，才会主导自己

的发展，管理自己的成长，即实现

自主。

15. 如何让每个学生通过发展

维护自尊？关键是让每个学生找

到自信，正所谓人无信不立，这里

的信，不仅仅是指在人际交往中的

诚信助推了个体在群体中的立，更

重要的是，人只有充分的自信，才

会在自己的内心立起来。自信者

发展，发展者自尊，自尊者自主。

16. 道德是最根本的学习力。

抓好德育，从效率上会事半功倍，

才能真正实现立德树人。

17. 德育从来不能靠德育的内

容实现。停留在说教的、文字的所

谓德育，其实是反向育德，与真正

的德育追求南辕北辙。真正的德

育，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进入未成年

人的内心：一个是文明的环境，让

环境浸润入心；另一个是成年人的

影响，让学生在崇拜和模仿中化育

入心。

18. 班级文化建设，要注意软

文 化 与 硬 文 化 建 设 的 结 合 和 统

一。许多学校的班级文化建设流

于形式，就在于停留在了软文化的

显性氛围建设，忽视了软、硬文化

内在意义的一致性，导致了行为主

体在执行过程中的歧义和混乱。

（作者单位系北京交通大学附

属中学第二分校）

班主任似乎是世界上最小的主

任。班级工作千头万绪，想要做好需

要历经千辛万苦，而且还得千方百

计。要做好班主任工作，我建议要念

好以下“三字经”：

“爱”

要做好班主任工作，必须做到

“爱心永存，勤字当头”。

心中有爱，班级就是一片晴天。爱

也是教育的“灵丹妙药”。作为班主任，

因为有爱，我们就不会放弃、不会“没办

法”，再“顽劣”的学生都会慢慢被感动

和融化，教育教学的奇迹也会发生。

因为有爱，我们就会有包容的胸

怀和宽容的态度，就会尊重学生的个

性，维护学生的自尊，容忍学生非原

则性的“捣蛋”和“调皮”。

因为有爱，我们就会多用说服、

磋商、讨论和交流等手段与学生进行

沟通，就会慎用严厉的斥责和惩罚手

段进行压制。

因为有爱，我们在做事或者评价

学生时就会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不

偏向，不偏袒，积极鼓励后进生，没有

歧视和忽略，学生能感受到教师的关

心，充满上进的信心。

因为有爱，我们就会善于用学生

熟悉的知识、经验、案例和体会讲清

道理，从管“你”走向管“理”。就会对

每一个生命的健康成长负责，追求

“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细”

班主任工作点多面广，繁杂琐

碎，要想管理好班级、教育好学生，就

要善于用慧眼发现班级工作中的亮

点、暗点和盲点，善于用慧心发现自

己工作中细小的感动、不足与遗憾。

班主任要做到：细心观察，细致

管理，细化分工，细微关爱。能够让学

生一辈子铭记的不一定是班主任做的

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往往是教育

教学中的一些细节和小事。这也说明

班主任的作用与价值，经常就体现在

日常平凡琐碎的工作中。

学会谈心是其中的小事之一。

班主任要善于用自己的智慧多与学

生谈心，通过经常性的真诚交流，了

解学生、走近学生的同时，也给了学

生倾诉和表达的机会。班主任还可

以通过谈心了解“班级内幕”和学生

思想动态，将处在萌芽状态的问题及

时解决。轻松的聊天谈心有时能解

决学生的个性问题，班会课上再解决

学生的共性问题。

班主任要根据“多元智能”理论

和“因材施教”原则，对班务工作细化

分工，把班级工作一一列出来，让学生

主动认领，给予每一个学生信任和施

展才华的机会。班主任只是给予幕后

的辅导、信任和支持，默默地扶持学生

成长、成熟，实现“让人们因我的存在

而幸福”的班级自主管理目标。班主

任要学会引导所有学生相互了解、相

互帮助，让他们多看同学的优点，发现

同学的价值，逐步健全“参与式”“契约

型”班级文化和制度。

“实”

班主任工作要以务实的态度，讲

实际、想实策、做实事、求实效。只有

把每一项工作落在实处，才能赢得学

生的心。

班主任首先要熟悉工作常规。

包括日常规、周常规、月常规、期初

常规、期末常规等，依照常规做好

工作。例如班干部培养，就要定期

听他们的汇报，给他们以鼓励、引

导，“该授权时要授权，该放手时要

放手”。

同时，还要做实家长工作。多与

家长沟通、取得家长配合，是当下班

主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我们

在教育教学中出现问题时，如果平时

与家长沟通顺畅，家长特别认可你，

有些问题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相反，产生问题时就可能出现小

题大做的局面。

做实工作的同时，还要讲究艺

术。班主任工作是一项充满艺术性

的工作，必须讲究方式方法，因为

我们面对的是几十个生命正在茁壮

成长的孩子。我做班主任时，就常

用这三招：“善意的欺骗”“美丽的忽

视”和“真诚的赏识”。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四会市龙

湾学校）

各位亲爱的班主任：

新学期已经到来，与每个孩子成

长成才同频共振，是我们的骄傲！与

千万家长沟通合作共同教育，是我们

的使命！在开启新学期工作的时候，

我想把这几个关键词送给大家：

一是积极主动。我认为，积极

主动是我们身为教师最重要的品

质。只有积极主动地生活，积极主

动地工作，积极主动地做事，我们才

能影响周围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

我们应该是爱的播撒者、阳光的传

递者、幸福的展示者。要让孩子爱

上这美好的生活、美好的时代，就一

定要从我们自己积极主动面对生活

开始。

二是以终为始。人生道路上，每

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和责任。美

好的寒假就这样匆匆而去，但每一次

结束又应该是一次新的开始、新的出

发。只有不断地站在过去的肩膀上，

才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

三是双赢思维。我们与家长、同

事只有一种关系，那就是：盟友！我

们的成功离不开家长、同事的支持，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教师的教导。我

们身为教师，应该心底无私天地宽，

有句话不是说“懂得舍的人才会得

到”吗？

四是知彼知己。知己知彼，百战

不殆。希望大家能够逐步认识到教

育的真谛是什么，学生是谁，家长是

谁，同事是谁，更能认识到自己是谁，

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教师，自己可以

做什么，自己应该怎么做……只有这

样，我们的教育生涯才不会茫然无

措、随波逐流！

五是团队合作。当下是一个英雄

淡出、团队制胜的时代！我们开展的

每一项教育教学活动，基本都难以靠

个人的力量完成。校本培训、课题研

究、技能大赛、集体荣誉……哪一项不

是大家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所以，希

望大家对自己进行客观的定位，在团

队中实现共赢。

六是理性思考。生而为人，很容

易受到感情的影响。身为教师，我们

需要更加理性地对待每一个孩子、每

一个教育问题，用理性的思维面对生

活、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转折、

每一次机遇。

七是终身学习。专门提这一

点，不仅仅因为我们是教师，更因为

我们是一个中国人。我们的文化如

果想走向世界，真正树立文化自信，

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努力学习和

传播。国家已经描绘出美好的教育

发展蓝图，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不

断学习、不断提升、不断超越自我，

让自己在伟大的时代里做一个闪烁

光芒的人。

各位亲爱的班主任，请记住这七

个关键词吧！无论为人还是做事，我

们需要时刻保持一颗虔诚的心，积极

主动，以终为始；无论为师还是做父

母，我们需要时刻保持一颗仁爱的

心，团结每一个身边的人，凝聚每一

颗真心；无论何时还是何地，我们需

要时刻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勤学不

辍，理性思考。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孝义市金晖

小学）

给班主任的给班主任的
1818条建议条建议

□ 李 平

班主任成长的班主任成长的77个关键词个关键词
□ 李晓宇

新学期，新起点。班主
任如何快速成长？爱工作、爱
学生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
还需要具体而有效的方法“护
航”。本期，3 名班主任谈了
谈他们眼中的成长。

念好念好““三字经三字经””
□ 朵应衡

给班主任的建议⑤

说说班主任成长那些事说说班主任成长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