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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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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如教室如““家家””班级才班级才““和和””
□汪兴益

班改作为课改的一部分
内容，考验着校领导和班主任
的智慧。实践过程中，有班主
任想创造和谐的氛围、把班级
打造的像“家”一样；有班主任
则是利用小组合作管理班级，
将自己从繁杂事务中解放出
来，做许多更重要的事情。他
们虽为殊途却是同归，都让班
级走向了美好的前方。

班改解码班改解码

有一种基因叫“听话”
□张宏伟

如果要找出中国家长和教师（尤

其是班主任）对孩子使用频率最高的

一个词，我认为非“听话”莫属。父母

送孩子上学，在校门口会交代：要听老

师的话；大人把孩子托付给爷爷奶奶

照看，一定会交代：听爷爷、奶奶的话；

爸爸出差时会交代孩子：在家要听妈

妈的话；家长到了医院要交代：一定要

听护士阿姨的话……

成人面对一个不受约束、屡屡挑

战权威和规则的孩子，大都会这样批

评：你这孩子，真不听话！不听话的

孩子往往会受到特殊的“关照”和教

育。直到找到合适的“紧箍咒”，把他

们降伏成听话的孩子，教育才宣告

“成功”。

在这种无处不在的“听话”教育

强化下，孩子们变得越来越“聪明”，

比如在学校，就会说教师想听的话，

做教师喜欢的事……

这些“听话”的孩子未来基本有

两个发展方向——

绝大多数孩子的“真我”在“听

话”中渐渐消亡，慢慢成长为胆小怯

懦、缺乏主见、没有自我、没有个性、

缺乏思想的人。按部就班，老实好

管，软弱服从，机械生活，为得到别人

的认可而活……这些往往成为他们

人生的基本特征。

还有一部分表面“听话”的孩子，

“真我”仍在，但是已被各种威逼利诱

压制和掩盖起来，一旦脱离“紧箍咒”

的环境，便会加倍反弹，表现出截然

不同的另一面，甚至会产生极端行

为。那些始终不能脱离压抑环境的

“听话”孩子，一辈子可能会郁郁寡

欢，甚至忧郁成疾。

而且更为可怕、可悲的是，有些

孩子长大之后，不仅意识不到“听话”

教育之弊，还会把“听话”奉为纲常一

样的信条来要求自己的孩子（学生），

让“听话”如同基因那样一代代“遗

传”下去……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全部

的尊严在于思想。这里的思想指“有

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

的观点和信念”。如果每个人都有独

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这个国家才

能有更多的思想、更多的智慧、更多

的创造和更强的活力，才能称得上真

正意义的现代化国家。因此，要试着

摒弃“听话”教育，引导孩子从“听话”

转向引导孩子“听”事实、“听”科学、

“听”规律，“听”法律制度……

不唯书、不唯师、不唯上，独立思

考，敢于批判，敢于创新，这不仅仅关

乎每个人的个体尊严，也关乎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未来。

（作者单位系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大家立场大家立场

有 人 说 ，课 改 改 到 深 处 是 班

改。是的，班改是课改的重要组

织保障。作为一所课改学校，华

佑教育集团旗下的安徽铜都双语

学校耕耘课改已然十五载。15 年

来，我们立足课改理念，摸索出一

条 适 合 自 己 的 班 级 文 化 建 设 路

子，概括起来是 6 个字——“家”文

化、“和”氛围。

一是把教室打造成“家”的样子。

课改学校的教室绝不应该是

冰冷的混凝土长方体空间，铜都

双语学校的高效课堂无法在这样

冰冷的教室里改革下去、高效起

来，我们需要把教室打造成“家”

的样子。

首先，实现“师生平等”。教室

里撤去了高高在上的讲台，教师们

离开讲台，走到学生中间。这样，横

亘在师生之间那层“师在上、生在

下”的厚障壁没有了。学生从形式

上一下子感觉到老师跟自己在一

起，这种心理上的平等感无疑拉近

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为接下来师生

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极

大的可能。

然后，实现“生生平等”。教室

里的课桌不再像过去那样摆放成一

排排、一行行，而是摆放成一组组，

每组 4 人，两两相向而坐，相邻两人

是同桌，相对两人是对子，他们是课

堂学习的共同体。

千万不要小看课桌布局这一

变化，它没有了过去的前排和后

排之分，也没有了因为坐前排或

后排而导致的学生之间、师生之

间甚至家长班主任之间的不愉快

乃至矛盾。不管坐哪里，人人都

是平等的，都是这个班级的一分

子，都是某一组的成员，都是某个

学生的同桌，都是某个学生的对

子。这种平等感是对每一个学生

人格的尊重，是对每一个学生学

习积极性的保护，是对每一个学

生平等权利的捍卫。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家”文化

的打造。班级要设计自己的形象展

示牌，上面有班名、班徽、班号、班

训、班级发展愿景等内容，还有每个

班级成员的照片。班级形象展示牌

呈现于教室外墙显眼的位置，并且

让每一个学生牢记于心中、落实于

行动。

每个小组要设计自己的形象展

示牌，上面有组名、组徽、组号、组训

等内容，小组建设的内容是在班级

总体文化构建下的具体化，是小组

成员共同遵循的行动指南。小组形

象展示牌还要呈现小组成员分工情

况。此外，还有班级事务分工表、班

务论坛、班级图书角、读书成果、班

级月度之星、各组课堂表现评比表、

生日墙等板块的设计，主要都由学

生自己负责。

此外，教室里里外外，天花板、

墙壁、图书角、走廊等空间都不应

该浪费，都要成为班级文化建设的

有用之地。这里挂上一幅山水画，

那里放上一盆吊兰，这里贴上一段

名言警句，那里画上几株花草……

教师不做主张，而是将想象的空

间、选择的权利和动手的机会都还

给学生，相信学生能创造奇迹，会

把他们共同的家装扮得更加美好、

温馨。

二是为班级创造“和”的氛围。

按照传统办法，一个班级能够

呈现怎样的面貌，基本上取决于这

个班的班主任，班主任的水平、态

度 从 根 本 上 决 定 着 一 个 班 的 发

展。可是，用传统的办法治班，学

生往往怕班主任，因为班主任是在

“管”学生，是在用个人权威、校纪

校规等威吓、强压学生服从，这样

往往会导致班级气氛紧张、师生关

系紧张。铜都双语学校当然要求

班主任具备过硬的素质、良好的责

任心，但我们不允许班主任在班级

“一手遮天”。那不是高效课堂的

理念，无助于良好班风的形成，也

无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个人能

力的快速提升。

我们的理念是学生自管才能健

康发展，我们的办法是班级自治。

我们构建了班级自治管理委员

会和年级自治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自管会”）。两级自管会分别设

立德道中心、生活服务中心、学生发

展中心和学道中心。年级自管会每

个中心安排一名教师为中心主任、

一名学生为中心校长，中心校长负

责日常工作，中心主任则起指导、协

调的作用。

班级自管会在年级自管会的统

一指导下开展工作，4个中心的团队

均由学生组成，班级所有学生都是

其中某个中心的成员。这样一来，

学生就形成了“我管人人，人人被

管”的局面，班级就呈现出“人人有

事做，事事有人做”的良好状态。而

且，班主任能从烦琐的班级事务中

解脱出来，也避免了因为小事情、小

错误直面学生，继而引起学生的不

愉快甚至师生矛盾。

做过班主任的人都知道，学生

有时可能不太关注教师的话，但往

往 更 在 乎 其 他 同 学 对 自 己 的 看

法。这种班级自管体制的一大好

处就在于：学生之间的相互管理、

相互提醒甚至相互监督，往往能够

取得班主任亲自管理所无法达到

的效果。

如果一个班级的自主管理有

效运转起来，这个班级的方方面

面就会得到第一时间的关注。这

块玻璃今天该谁擦、这块黑板今

天该谁负责、这门课的作业今天

该谁收……大部分事情不需要班

主任操心，因为一定有学生具体负

责 ，也 一 定 有 学 生 及 时 考 评 、督

促。在这样的班集体里，每个学生

都能充分体验到主人翁的感觉，都

有自己明确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成

就感，都会为班集体的荣誉和班级

发展而努力。

班级管理主客体关系的微妙变

化，将会让班主任从繁杂事务中解

脱出来，使师生关系变得和谐，班级

洋溢着一种民主的“和”氛围。

（作者单位系安徽华佑教育集团）

有科学家研究发现：若是某人

的大脑里缺乏某个概念，那么这个

人就不会倾向于想这方面的问题。

同样，某个概念定义错误，也可能会

导致人的想法、行动错误。

就像初一学生做证明题一样。

没有学习全等三角形的概念和证明

方法，学生能用证明两个三角形全

等的方法证明两条线段或两个角相

等吗？同样，若是没有弄清楚算术

平方根的定义，从而得出4的算术平

方根是±2，这就是概念的错误导致

算法的错误。

除了学科上的案例，生活中的

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什么是聪

明？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那些学习

新知识、新技能很快的人，进而有人

会如此评价聪明人：“要是再多一点

点踏实就好了。”可是，我们有没有

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聪明

的人不踏实呢？或是我们回到聪明

的概念上反思：真的有这样的人，学

什么东西都很快、很好吗？事实上，

没有谁一开始学新知识或新技能就

会很快。就像我们今天毫不费力地

说话、走路，当初也是经历了反复练

习、挣扎的过程。

由此可见，概念理解错误会导

致想法和行动错得离谱。既然真相

是没人一开始就会做得很好，那么

真正的聪明首先应该是全身心接纳

那个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笨拙的自

己，然后在此基础上反复练习、反复

琢磨、反复挣扎、反复训练，直到完

成蜕变、跨越笨拙。

时下，轰轰烈烈的班级改革亦是

如此。班改应该为教学改革服务，教

改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教学改革的

目的仅仅是为了提高学习成绩，那其

实还有许多更简单便捷的方法，不用

花这么大的力气。我觉得教改也好、

班改也罢，都应该以培养学生的合作

技能为目的。合作学习是学习方法

的一种，学习成绩的提升只是小组合

作学习的“副产品”。

在我看来，班主任们可在班级

推行小组合作，以此实现成绩、能力

提升两不误。

实行班级小组合作管理之前，

班主任要全面了解学生，根据学生

的性别、性格、优势等特点，按照“组

内异质、组间同质”的方式进行分

组。即同一组内学生个体有所差

异，而组与组之间保持实力均衡，大

家旗鼓相当。

班主任把班级事务分为学习、

纪律、常规、卫生、生活等几部分，让

小组轮流承包管理。不管小组负责

什么班级任务，都要求组内必须做

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每个组员都

有事可做、不留空隙。除此之外，班

级出板报、举办生日会等活动，也可

以由小组轮流承包。班主任与学生

一起制定配套奖励机制，保障班级

小组管理活动正常运行。

为了维护小组的稳定性，除特

殊情况外，不要私自调换组员。小

组成员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也很重

要，班主任应组织学生打造自己的

小组文化，如组名、组徽、组训、共同

的奋斗目标等，明确各组组员的具

体职责分工，如纪律员、记录员、监

督员、检查员等。相关职务可以在

小组内轮换，便于组员熟悉组内事

务，全方位锻炼成长。同时，也能使

组员学会换位思考，组员之间配合

更加默契。

除此之外，在推行班改之前，班

主任要有意识地创造小组合作氛

围，多举行团队体验活动，让学生意

识到合作能力的重要性。班主任还

要注重教室文化的打造，让每一个

角落都成为合作文化的宣传阵地。

正如前面所说的“聪明”那样，

真正的聪明是接纳刚开始那个笨拙

的自己。班级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

就，班改过程中，具体操作的每个环

节都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

麻烦。真正的成长正是在遇见一个

又一个困难和麻烦的同时消除它

们。在班改之前，班主任要有这方

面的意识和思想准备。

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做

正确的事比正确地做事重要得多。”

小组合作管理班级，从真正意义上

落实了人人参与班级管理，实现了

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和时时有

事做的目的。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高县柳湖

中学校）

由由““聪明聪明””想到的班改想到的班改
□沈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