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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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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丽旻梅丽旻：：““女神老师女神老师””有绝招有绝招
“入学第一天，我们班每个同学

都收到了梅老师亲笔书写的自我介

绍信。看到那一手娟秀的字时，我心

里暗暗琢磨：这个年头还手写书信的

老师，绝对是一个古朴雅致的‘文青

老师’，真不知道她能不能跟上我们

00 后的脚步，能不能当好我们的班

主任。”湖北省武汉七一华源中学八

（4）班学生王雯锦口中的梅老师，正

是他们的班主任——梅丽旻。

可是没过多久，王雯锦发现自己

“多虑”了，因为她和许多同学被梅丽

旻的班级管理“绝招”征服了。

神奇的“小梅小园”

与许多班主任费时费力做微信

公众号不同，梅丽旻直接让自己的微

信朋友圈成了“小梅小园微课堂”。

就在入学的第一天，包括王雯锦

在内的每个学生和家长都加了梅丽

旻的个人微信。当他们好奇地翻看

梅丽旻的“朋友圈”时，被里面的内容

深深震撼了——那满满的全是以前

学生的在校学习生活记录，简直就是

一个微课堂！“看到学长、学姐在梅老

师的带领下度过 3 年寓教于乐的学

习生活，我不禁好生羡慕，也开始幻

想自己的初中生活。”王雯锦说。

梅丽旻做“小梅小园微课堂”的

想法还得追溯到 2013 年夏天。“当

时，我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安装了微

信，一个想法突然蹦了出来：通过微

信朋友圈向学生、家长及时推送优质

内容，以此记录并推动学生成长，给

家长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何

乐而不为呢？”

从此，梅丽旻的微信号“小梅小

园”便成了她课外开展教育教学的平

台。她将有益于学生思想与品格培

养的内容以及班级活动、教学情况等

及时发布，让学生、家长及时阅读和

互动，以此推动学生成长。

2017年4月，开设了近4年的“小

梅小园微课堂”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长江日报》等媒体多次进行报道，梅

丽旻还受邀登上《长江日报》与武汉

市民之家联合主办的“市民大讲堂”，

讲述“微课堂”的故事及心得体会。

梅丽旻调侃地说道：“一不小心，我的

‘微课堂’竟然有了‘知名度’。”

“每天我都会选择几组反映当天

班级生活的生动图片，再配上自己的

讲述、感想发到朋友圈，让家长一起分

享、评论孩子的成长历程，也让学生再

次回味、思考这看似平凡实则精彩的

一天，并从中获得感悟和力量。”梅丽

旻介绍自己微课堂的具体内容。

梅丽旻也会选出一些引起自己

深思的教育类文章在微课堂中分享，

唤起家长和学生的思考，大家一起讨

论、进步。

除此之外，微课堂中还有一类特

殊的内容——在班级每个孩子生日当

天，梅丽旻都会给孩子制作一个独一

无二的生日纪念微信专辑。

“今天属于她！她是爱学习、爱

班级、成绩优秀的好学生，她是尽心

尽责、爱心满满的志愿者服务队小队

长，她是庆典上舞姿帅气又萌甜的美

少女队长……她，就是今天当仁不让

的主角——小寿星蔡萌曦。祝你 13

岁生日快乐！梅老师希望优秀的你

更积极地参与，更用心地体验，更勤

奋地求索……”学生蔡萌曦生日当

天，梅丽旻在微信生日专辑里写下了

这段话，还配上了蔡萌曦的许多学

习、生活照片。

“我希望，每当学生看到这个专辑

时，自己长大一岁之前的初中生活能

够在脑海一一闪回，希望它能够成为

学生成长中的美好回忆。”梅丽旻说。

虽然制作一个生日纪念微信专辑会花

掉梅丽旻不少休息时间，但她不仅不

厌其烦，反而还乐在其中。

每一年的“五四”青年节、“六一”

儿童节，梅丽旻都会在微课堂中专门

发布原创文章作为节日寄语，借节日

的仪式感加强对学生的教育。比如，

2016年儿童节，梅丽旻就为全班学生

写下题目为《每个大孩子都要学会》

的寄语。

梅丽旻一直认为，好家长应学会

伴随孩子共同成长。“小梅小园”开

“园”以后，梅丽旻号召家长关注自己

的微信。在她的号召和优质内容的共

同作用下，关注微课堂成了每个学生

家庭每天必做的功课，许多家长从“可

看可不看”“不得不看”到“非看不可”，

他们还经常为微课堂点赞。有的家长

甚至根据微课堂的素材，为自己的孩

子制作了专属的“成长记录册”。

“我能感受到，随着微课堂的推

送，许多家长朋友对如何教育孩子有

了更科学的认识。”梅丽旻说。

学生聊天交流时，经常会谈论微

课堂中的内容；学生写作文时，偶尔

还会翻看微课堂，唤醒回忆，选取素

材。“一天，有学生告诉我，大家觉得

微课堂里有好多精彩的内容，想根据

这些素材分工合作写一本校园青春

小说。”梅丽旻欣喜地说。

借助微课堂，学生、家长和教师

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达成了

共识，创造了合力，教育的效果自然

就会变好。

微课堂还取得了不小的社会反

响，许多其他班级的家长甚至校外的

教育工作者向梅丽旻发出微信好友

申请，只为“围观”微课堂。

“说实话，微课堂所产生的影响

超出了我先前的预想，算是无心插柳

后的意外收获。虽然‘刷存在感’、当

‘网红’绝非我的初衷，但是能够以此

彰显教育正能量，让大家感受到教育

人对教育的热爱和用心，让大家增添

一份对教育工作的尊重和信任，那是

我渴求乐见的！”梅丽旻说。

没有“班干部”的班级

班级管理无定式。在八（4）班，

梅丽旻践行的“班级责信志愿者团队

管理模式”，获得了学生、家长和同行

的好评。

什么是“责信”？梅丽旻解释道，

“责信”对应的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中的“责任担当”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的“诚信”两大关键词。

“我们的班级教育不仅要立足当

下，关注学生现时的责任承担，更要

放眼未来，帮助他们为成年之后承担

各方面的责任做好准备。”于是，梅丽

旻将班级管理作为培养全体学生自

我承担与自我超越的平台。

班级不存在任何由班主任指定

的固定职务，人人都是责信志愿者，

在不同的责信团队中参与班级事务，

充分彰显“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者精神，将班级建设成为“责信

之班”。

责信团队如何组建？梅丽旻介

绍，第一阶段，自愿申报责信志愿者

岗位，总共产生包括“班级管理责信

团队”在内的9类岗位；第二阶段，在

志愿者中，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在每类

岗位中选出 1-2 名领袖；第三阶段，

领袖与志愿者双向选择，正式组建团

队；第四阶段，领袖与团队成员共同

商议，自行拟定团队名称、纲领、职

责、评价方式及奖惩措施等细则；第

五阶段，团队领袖宣读各自团队的责

任书，之后进行公示……

如今，八（4）班责信志愿者团队

包括“悦读”读报责信团队、班级管理

责信团队、Dream Master（梦想大师）

英语责信团队、善行责信团队……

“班级每个学生都在某一个责信

团队中履行义务，各个责信团队在班

主任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各司其职的

同时又相互合作。”梅丽旻说。

每天学生到校后，从朝读直到放

学，每一个时段、每一项教育教学常

规活动都由相关团队负责管理、督

促、记载、评价、反馈。各个责信团队

定期进行履责小结，比如，班级管理

责信团队实行每周一次小结反馈，每

月一次大反馈。

在各个责信团队的管理之下，班

级还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心系

大凉山，爱心再牵手”爱心助学活动

是该班善行责信团队主导的一项活

动，2016年秋季，该团队的成员倡议

全班同学拿出图书、文具、玩具和精

心制作的手工艺品等走上街头义卖，

用筹得的善款为大凉山的孩子购买

他们急需的个人洗漱用品等。《武汉

晚报》《楚天金报》等媒体还专门对这

项活动进行了报道。今年，他们在开

展这项活动时，又加入了网络筹款和

爱心企业赞助的方式。一位公司总

经理了解到这项活动后非常感动，给

大凉山的学生捐赠了 200 套彩铅、

400个绘图本。

类似这样的班级特色活动，均由

相关责信团队精心策划并撰写策划

书，以此为基础有序地开展，充分彰

显了学生在班级建设上的创造性和

主动性。

但是，如何能让责信志愿者团队

保持履责的热情呢？梅丽旻指出，一

是提供平台，班主任要尽可能多地把

班级事务交给相关团队做；二是用制

度保证，评选月最佳责信团队、学期

最佳责信团队、学年最佳责信团队，

获奖团队可以向全班学生讲述自己

团队履责的故事；三是扩大影响力，

每学年召开一次责信志愿者团队履

责展示大会，以生动的形式展示各个

团队履责的具体方式、成效，而且要

邀请全体家长参加。

值得一提的是，班里有两个责

信团队内部各有两个小组，这样也

形成了一种竞争机制。以班级管理

责信团队为例，A、B 两个小组实行

每周轮流上岗，一个小组“执政”时，

另一个小组则“在野”监督。而且，

这个团队内部自评时运用的是 PK

评价模式，两个小组相互评价，形成

良性竞争，在竞争评价中体悟、学

习、改变。

“‘责信团队’不仅仅给了我们

每个人锻炼、展示的机会，还让我们

学会了一起努力、一起奋斗，让我们

有了集体的责任感、归属感和荣誉

感。”Dream Master 英语责信团队负

责人高可心说。

自班级责信团队组建以来，八

（4）班每个月均被学校评为班级管理

量化评分优秀班级，每学期均被评为

班级管理优秀班级，2017年9月被评

为“江岸区十佳责信班级”。

“四个小本”陪伴成长

梅丽旻经常会听到一些班主任抱

怨，“现在的初中生太难管教了，老师

越来越难当了”，也曾耳闻目睹了许多

师生相处不和谐甚至尖锐对立的事

例。为了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也为

了让师生能有更加顺畅的沟通渠道，

梅丽旻使出了她的“三个小本”妙招。

“每周小结本”是学生的“发泄

本”。学生可以用写信的方式和梅丽

旻交流，内容包括学生在一周的所作

所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梅丽旻会

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建议。

一次，有多名学生反映那一周作

业太多，有的学生甚至抱怨，“人生就

是永远也写不完的作业”。梅丽旻赶

紧找学生了解相关情况，发现作业量

确实有些大，马上找科任教师协调，

减负效果立即显现。

“每日进步本”是梅丽旻与后进

生私下约定的“联络点”。每天，学生

记下自己在学业上的点滴努力和进

步，梅丽旻则给他们写上一两句点

评，或建议，或鼓励。学生早上悄悄

把本子放到梅丽旻的办公桌上，放学

前悄悄拿走。一个学生写道：“梅老

师，有时我觉得自己恐怕学不好了。

但看到您每天的坚持，我觉得我不能

放弃，否则对不起您的良苦用心！”

“多懂事的孩子啊。”梅丽旻感慨。

“心灵对话本”是教师与暂时“管

不住自己”的个别学生纸面交流的

“热线”。学生在本子上记下自己对

每次违纪行为的反思，也记下成功自

律的体验与感悟，梅丽旻认真读完后

会给学生写上一段寄语。

比如，学生写到自己又不小心违

纪了，梅丽旻就鼓励他多与“旧我”

PK，多想办法为班级增光添彩。在

这个过程中，学生不断自省、自审，教

师不断强化学生的正面言行，帮助学

生摆脱坏习惯、学会自律。

近年来，在运用了十几年的“三

个小本”基础上，梅丽旻又创新出“第

四个小本”——暑假家校互动本。

学生小石因为学习基础差，习惯

也不好，与其他同学的差距较为明

显。梅丽旻忧心忡忡：“在我和小石的

家长看来，暑假正是他卧薪尝胆、奋力

追赶的好时机，所以我建议他们一起

制订详尽的‘暑假追赶计划’。虽然小

石原本认可这个计划，但他的习惯可

不是那么容易改掉的，在执行过程中

还是与家长发生了冲突。”

于是，梅丽旻跟小石的家长约

定，每周做这样一件事：准备一个暑

假家校互动本，每天由补习老师、家

长、小石分别写一段话，除了对当天

的学习情况作评价，也写一些自己当

时最想说的话。

“每个星期，小石的爸妈把这一

周大家所写的内容拍下来发给我，我

再根据具体情况作评价，提一些改进

意见。”梅丽旻介绍，在近两个月的暑

假里，所有人都在遵守着这个约定。

“小石，你心里一定已经更懂得老

师和父母对你的信任和关爱了。没有

人生来就是优秀的父母，同样也没有

人生来就是优秀的孩子。继续努力，

你将成为一个更优秀的自己……”这

是2017年暑假梅丽旻给小石的寄语中

的几句。梅丽旻说，她想通过这样的

交流，全程跟进小石的“追赶计划”，给

他鼓劲，为他疏导，让他感觉老师始终

在身边陪伴他。

新学期开学了，老师、同学们惊讶

地发现，小石的学习状态有了明显的

变化，他的小测验成绩有了令人吃惊

的提升。很快，全年级统一的两次“大

考”，小石出现了飞跃式的进步，而且

现在还在不断进步。“看到他现在的状

态，我真的感觉很欣慰。”梅丽旻说。

“学生应该是一个可以被等待的

对象，我们要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支持

他们，但也要站在教师的立场上引导

他们。”同事周田始终记得梅丽旻说

过的这句话。

这句话，也支持着梅丽旻在与学

生相伴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有人说，她是一个停不下来的班主任，仿佛每时每刻都能看到她跟学生在一起。她不仅是学生心中的“女神
老师”，也是许多同事心中的“女神”。她用自己的教育理念和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优秀的班主任”。她就是湖北
省武汉七一华源中学教师梅丽旻。

Ta说

新生代新生代
班主任班主任

心中埋下温暖的种子

教师的魅力有时不仅仅是对学生

而言，还有可能是对同行而言。梅丽旻

就是这样一位教师，她的教学魅力和人

格魅力深深吸引、感染了我，在我心中

埋下了温暖的种子。

刚踏上教师岗位时，班上有个特别

调皮的学生，每次上课总是左右捣乱，

批评也不见成效，我感觉十分苦恼。梅

老师了解情况后，笑着告诉我：“像这样

的学生，需要老师的细心关注，你可以

主动安排任务给他，然后找个合适的机

会把他表扬一番，看看效果怎样？”令人

意想不到的是，尝试了这种方法后，学

生的注意力逐渐集中，课堂参与积极性

也得到提高。这一次，梅老师告诉我：

只有真正关注学生所需，才能更好地解

决问题。

去年，学校举行“一师一优课”比赛，

我是参赛者之一。时间紧、任务重，我在

选题上拿捏不定。梅老师帮我分析了优

势，结合我的课堂风格提出了选题建议。

在多次磨课的过程中，梅老师提出了许多

建议。最终，我获得了“一师一优课”比赛

的一等奖。这一次，梅老师告诉我：找到

自己的特点，上出符合自身风格、符合学

生特点的课，那就是最好的课。

梅老师作为经验丰富的“老”教师，

从来不嫌弃年轻教师的“稚嫩”，她总是

给予我们细致的指导。

梅老师关注每一个学生，与学生亦

师亦友。她让我真正懂得了“教育情

怀”这四个字的内涵。我相信，她在我

心中埋下的一颗颗温暖的种子，最终会

成长为参天大树，引导我为学生遮挡炎

炎烈日，迎来清凉人生。

——湖北省武汉七一华源中学

教师 姚瑶

我心中的“女神”

仍记得2016年9月1日那天，初入中

学的我忐忑地坐在教室。这时，一位长

发飘飘的女老师走了进来，洁白的上衣，

黑色的长裙，还有一双小白鞋，瞬间吸引

了我的注意力。她款款走上讲台，给学

生礼貌地鞠了90度的躬。简洁的话语搭

配阳光般的笑容，让我开始崇拜她了。

小梅老师从来不会让我们为了考

试、分数学习语文，而是让我们享受学

习的过程。我们每周都会有“读思”作

业，两年来，我们班成为名副其实的“书

香之班”。

小梅老师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口

头表达能力和现场表现力。每周的“读

思分享会”活动，学生要走上讲台脱稿

讲述自己的“读思故事”。初次上台分

享时，我内心有些恐惧。但当我看到小

梅老师朝我微笑，好似发来“你能行”的

信息，我立即鼓起勇气，开始了自己的

第一次演讲。不知不觉，我才发觉自己

的演讲结束了，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呢？自那之后，我开始盼望再一次与大

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们都喜欢和梅老师黏在一起。她

是我们的“知心姐姐”，正处在青春期的

我们，遇到什么困惑、麻烦时，第一反应

就是找小梅老师谈心。我最难忘的是她

经常讲的两句话。第一句，我们既要感

性地用心灵感知世界,也要理性地用头脑

思考：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我们就可

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第二句，出了问

题不要紧，让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总之，小梅老师是我心中的“女神”。

——湖北省武汉七一华源中学八

（4）班学生 高可心

□本报记者 崔斌斌

梅丽旻 湖北省

武汉七一华源中学教

师 ，担 任 班 主 任 21

年，曾获武汉市功勋

班主任、十佳班主任、

学科带头人、优秀青

年教师等称号。曾获

省、市语文优质课一

等奖，辅导学生 40 余

人次在楚才作文大赛

中获奖，其中特等奖1

人。她担任班主任的

每一个班级，均被评

为市、区先进班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