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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班主任以来，特别后悔的一件

事情是我无意中伤害了一个品学兼优

的学生。

我们学校属于寄宿制，月初学生

要交生活费。与往常一样，我到教室

收生活费，学生小明递上来的一张100

元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到教室门

口，迎着初升的太阳检验，还是不能确

定真假。于是，我让小明和我一起记

下了这张人民币的号码。

记完以后，小明飞快地跑回座位，

趴在课桌上一言不发。后来我把生活

费交到学校，就忘记了这件事。

再交生活费，小明总是拿着一沓

零钱，5 元、10 元的居多，很少有大额

的钞票。原来活泼的他变得少言寡

语，而且总是有意无意地躲着我，成绩

也下降了不少。他的变化让我有点摸

不着头脑，一天午饭后，我找了个机

会，叫住了小明。

“小明啊！老师能问你几个问

题吗？”

“嗯。”小明的回答非常简练。

“你的学习成绩最近有点下降。

原来你经常问老师问题，现在也不问

了，到底怎么了？”我从学生最关心的

成绩入手。

小明一言不发。

“生活上有什么需要老师帮忙的

吗？”见他不吱声，我赶紧换了个话题。

“谢谢老师，没有。”干巴巴的一句

话，小明的回答仍然极其简练。

“最近你对老师的态度也发生了

一些变化，怎么了？”

“没有。”

“原来你见到老师都是主动问好，

这段时间你好像有意躲着老师？”

一阵沉默。

“你能告诉老师，为什么生活费交

那么多零钱？”

小明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把

头低了下去。

“说说吧。”我用鼓励的眼神看

着他。

他似乎鼓了鼓勇气，说：“老师，

您还记得有一次我交生活费时，您拿

着一张 100 元，先正看，后反看，然后

拿到太阳底下仔细看，最后还让我记

下了钱上的号码。”

经小明这么一说，确实印象中有

这么回事。

“您这是不相信我，当您做这些事

情的时候，我感到难过，您认为我是拿

假钱来骗您？您在教室里这样做，会

让我在同学心中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为了这样的事情不在我身上再次发

生，我每次都跑几个地方把生活费换

成零钱……”他一口气把话说完，中间

连停顿都没有。

小明的话使我很愕然。没有想

到，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

却给脆弱的小明造成了这么大的伤

害。想想也是，我的做法仿佛在无

意 中 往 他 的 身 上 贴 了 负 面 的“ 标

签”。

我决定撕下这个标签。一次班会

后，我郑重地向所有学生作了说明，并

就自己的行为向小明表示了诚恳的

歉意。

后来我想，学生的目光像雷达，时

刻不停地扫描着你，班主任的一言一

行都会深刻地影响他们。也许我们一

个无意的举动，会使学生的心灵受到

严重的伤害。作为班主任，如何精心

呵护学生稚嫩的心灵，需要我们不断

反思探索。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羊庄

镇羊庄中学）

那个交零钱的学生
□杨文军 严成洋

班主任班主任2018年3月14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班会课实录

我和你我和你师：上课。

生：起立。

师：同学们好。

生：老师好。快乐德育，我爱班会；益友

良师，我爱罗老师。

师：我也很爱很爱你们，请坐。

热点聚焦

师：首先请看本台记者从前线发来的

报道。

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刘雨

桐，在我身后就是震惊全国的11·12弑师案案

发现场，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师：沅江弑师案到今天还余热未散，让我

们每个人都感到震惊。同学们，你们听完这

则报道后，有哪些想法呢？

生：学生，顾名思义是学知识的人。但在

学知识之前，我们首先要学习如何做人。老

师教我们知识，我们理应感谢他们。所以在

面对师生矛盾时，我们应该理解老师，而不是

拳脚相向。

师：我相信那个学生如果能像你这样理

解老师、感恩老师，悲剧一定可以避免。

生：这个同学的行为，无论在法律上还

是道德上都应该受到批判，他这是对他人

生命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父母、社会的

不负责。因为一时的冲动与不满，就对自

己的老师痛下杀手，这值得我们每个人的

深思。

师：谢谢你带我们进行了这么深刻的反

思。是的，面对这样的悲剧，无论是老师还是

学生，每个人都是很痛心的。我们共同渴盼

师生之间能建立一种更民主、和谐、温馨的师

生关系。

我心目中的老师

师：我们班的师生相处情况怎么样呢？3

年时间，肯定有许多老师的经典场景和语录

刻在同学们心里，今天我们不妨来模仿还原

一下。接下来，就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讨

论交流，时间3分钟。现在，开始吧。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交流）

师：今天的奥斯卡“影帝”“影后”花落谁

家呢？请观众朋友们擦亮眼睛，现在请我们

的演员闪亮登场。

生：这次考试，有些同学不知道火车发明

者是谁，有人竟然写了身边的人，有写刘宣佑

的，有写陈红梅的……我很生气，为什么没有

写陈伟俊（教师，编者注）的？我的表演完毕，

请问我表演的是哪位老师？

生：陈老师！

师：实在是太精彩了，掌声送给他。我们

的表演继续。

生：尚鸿啊，你可以不动笔啊（摸摸学生

头）。我告诉你啊，我教的 1109 班有个学生

语文成绩次次年级第一，上课写笔记比其他

人都认真。还有 0320班、0615班有许多考上

重点大学的学生，上课都认真记笔记。你什

么成绩咯，基本不动笔，这哪像个学生的样

子咯？我的表演完毕，请问我表演的是哪位

老师？

生：汤老师！

师：真的是灵魂级别的表演，完全抓住了

精髓，太让我佩服了，掌声送给他和幽默风趣

的汤老师……

教师的心里话

师：（到刚刚模仿的学生身边）刚刚你表

演的是汤老师，喜欢汤老师吗？

生：喜欢！

师：喜欢汤老师这样说、这样做吗？

生：呃……不太喜欢。

师：为什么呢？

生：因为感觉在汤老师心中，我们不如他

以前的学生那么优秀，他也不相信我们可以

做好。每次汤老师这样说，我们都有点难受。

师：汤老师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一起

来听听老汤的心里话。

（观看视频）

汤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又是初三，此情

此景宛如昨日重现。中考越来越近，我非常

紧张，我紧张是因为我难以面对你们的离去，

虽然我已送走十届学生，但这一次离别更让

我神伤不已。亲爱的同学们，我爱你们，恰如

蓝天深爱着白云，大地深爱着草原，溪流深爱

着大海。我希望你们把最美好的精力放在最

美好的事情上，我希望你们对学习充满期望、

充满热情，我也希望你们的眼中保持温度、拥

有光芒，我更希望你们永远单纯、永远阳光。

记住3年来老汤常说的两句话：心有多大舞台

就有多大，一切皆有可能。

师：听完汤老师的心里话，此刻你想说点

什么呢？

生：（沉默了一下）呃……我现在才发现

汤老师原来这么爱我们……

师：其实，几乎每个老师都会把学生当成

自己的孩子对待，对你们寄予的是满满的爱

和期待。

信任背摔

师：（指向屏幕）这个“信任背摔”的游戏

大家玩过吗？我会进行示范，请大家认真观

看（介绍游戏规则）。这里游戏分两轮进行：

第一轮由学生接，学生背摔。

（第一轮游戏结束后，采访背摔的学生）

师：王莹同学，在刚刚结束的游戏环节

中，害怕吗？

生：害怕，很害怕！

师：为什么？

生：因为我怕同学接不住我，害怕他们会

松手，觉得不安全。

师：还好，他们让你稳稳地着陆了。请我

们的 10名同学回到座位，谢谢你们！（拥抱背

摔的同学）王莹同学，我们再试一轮好吗？

（学生有些迟疑和害怕）

师：这次罗老师给你换个阵容，换个能给

你稳稳安全感的阵容。好吗？

（学生还是有些迟疑和紧张）

师：请我的勇士们上台（10名教师），看到

这样的阵容，你是否愿意再挑战一次？

生：稍有放松（点头）。

（进行第二轮游戏，教师接，学生背摔）

师：谢谢我的勇士，请你们回座位休息。

谢谢勇敢的王莹同学，这次害怕吗？

生：虽然有些紧张，但是一点都不害怕。

师：为什么？

生：因为我觉得老师肯定会接住我的，有

他们在下面接我，我一点也不害怕。

师：谢谢王莹同学，请你先回座位休息

（给一个大大的拥抱）。

一路相伴

师：因为信任，我们克服了内心的恐惧。

我相信有了这份信任，我们必将战无不胜、攻

无不克。3年时间，老师们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始终陪伴支持着我们。现在，让我们静静

地感受这份坚守与陪伴吧。

（播放老师一天的视频，一名学生在旁边

读旁白，其他学生边看边听）

旁白内容：

课堂上三尺讲台是你们的天地，40 分钟

里的分分秒秒尽心竭力，从未言语。

眼眸中，盈满了殷切与挚然，像浩瀚无垠

的夜空装满着我们每一颗熠熠的星辰，而你

不知道，星眸之所以闪亮，却是因为有广袤天

空无言的包容。

而我，而我们，受到过你们的责骂与痛

斥，却也得到过你们的鼓舞与慰抚；受到过你

们的批评与警示，却也得到过你们的肯定与

喝彩。

而我，而我们，也许不曾留意过蔡老师带

着感冒却仍为我们答疑解惑时沙哑的嗓子，

也许不记得初二时英语老师带着重感冒时的

无声课堂，也许从未留意过因为我们的叛逆

浮躁俊哥额头上冒出的一道又一道深深的皱

纹，也许从未注意过当我们的语文成绩下滑

时老汤斥骂的语气背后藏不住的焦灼与痛

惜，当然我们也不曾留意过骆老师写满整个

黑板后沾满粉笔灰的手，一字一句都弥足珍

贵，我们当然也不曾留意过小仙女付老师课

上的每一次化学过关、每一次课后批作业的

和声细语，我们当然也不曾留意过娟娟老师

每一节政治课，嘴上每一句严厉的说教背后

都藏着对我们寄予的厚望。

我们从未珍视过这些不经意的点点滴滴，

我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回忆如洪水猛兽

般席卷而来，露出心中最柔软的角落，一幕一

幕像胶卷影片般缓缓播放，将近一千个日日夜

夜，将近一千个暮日昏晨……你们见证了我们

一步步的成长，为我们欣喜，为我们骄傲。

陪伴是最长情、深重的告白。能遇见你

们，是我们最大的幸运。

遇之即缘，伴之即幸。愿以诸君之奋起，

报来年恩师之育情。

师：我想请同学们计算一下，老师大概一

天工作多久、陪伴我们多久？

生：十——四个小时（有学生回答完有点

感慨甚至哽咽）。

师：14个小时。此刻，你想对老师说些什

么？拿起笔，静静地写下来吧。

真情告白

师：现在就让我们把内心的感动进行

分享。

生：每天早晨到学校，总能看到您穿梭在

课桌间的身影，为了我们更有效的早读，您每

每连早饭都来不及吃，饿着肚子监督我们。只

有下了早读，您才偷空吃几口早已放凉的早

餐，然后又匆匆去上课。您和我爸爸年龄相

仿，可您每天陪伴我们学习的时间比我爸爸还

多。您自己也有孩子，可您陪他跑步的时间加

起来也没有一个学期，谢谢您。

师：给老师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生：在众多老师中，我最想感谢的人就是

汤老师。还记得一次语文课，汤老师从上课

时就一直捂着肚子，但仍大声为我们讲解文

言文，声音里夹杂着几分疲惫，讲几句话便要

喝一口热水。之后才知道那天他的胃不舒

服，本来准备去医院检查，但为了不耽误我们

学习，仍然坚持为我们上课。

师：总有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老师这么

累还愿意坚持。因为我们的感动和幸福很简

单，那就是孩子一点点的进步。

生：亲爱的付老师，我有许多话想对您

说。您知道吗？当您第一次叫我名字时，我

是多么惊讶，我一直以为像我这样沉默不语

的学生不讨老师喜欢，像我这样不主动问问

题的学生不会受老师关注。但您让我改变

了这一看法。您还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

行字——“不会的，可以来找我解决。”您知

道吗，那个晚自习我湿了眼眶。谢谢您，付

老师。

师：跑过去给付老师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

感恩相遇

师：师生之间，最值得我们珍惜的就是

遇见。每个人的生命电影都很短暂，能在你

的生命电影里演上 3 年，早已不是配角。遇

见真好！

（班主任和授课教师齐诵原创诗歌《遇见

真好》……）

遇见真好

班主任对于儿时的我，是园丁，是灯塔，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而真正成为一名班主任后，我才明白，肩上

是沉甸甸的责任。

2018年，让我们相约《中国教师报·班主任周刊》，分享属于我们班主任

那些充满花香的故事，一起徜徉在这充满爱的路上。

谢丽艳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

我为《班主任周刊》代言

细细回顾本节班会课，觉得许多细节没有把握好，以下几点值得反思和改进：

第一，因为上课前的细节准备不是很到位，所以在刚开始上课时有一些环节没有交

待清楚，教师也没能及时进入教学情境，导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在学生回答问题和表演环节，对他们的即时性语言激励不够，没能调动他们

的情绪。

第三，在真情告白环节，细节性描述比较多的学生应该多进行分享。具体的故事

更能打动人，可以更好地感动和影响其他学生，那样效果会更佳。

第四，最后一个环节应该让孩子们回到座位上，由教师诵读《遇见真好》，表达对学

生的真实情意。那样学生可能会更受到感染，更好地促进师生的和谐关系。

教学反思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观看

完整视频。

师生矛盾屡屡被推到风口浪尖，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成为人们的共同期盼。这堂班会课通过学生模仿教师、学生聆听

教师的心里话、观看教师一天工作的视频等系列活动，拉近师生距离，缓和师生矛盾，从而构建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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