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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当班主任时，一名经验丰富的

教师好心地对我说：“要带好一个班，

最重要的是学会‘抓两头，促中间’。

管好这少数学生，就能事半功倍。”老

教师的经验之谈，我选择虚心接受、依

言而行，班级管理果然顺利了许多。

但随着工作年头的增加，我慢慢感觉

到，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

记得有一次，我进班上课，学生一

见我都说：“孙老师，你今天真帅！”这

可怪了，跟学生相处这么久，从没听他

们这样夸我。哦，对了，那天我穿了一

件新买的西装，显得比往日更精神

吧。就因为学生的一句夸奖，一整天

我都心情舒爽，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觉

得挺带劲。

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引起了我的

反思。平时在我眼里，似乎只有优等

生、后进生和中等生，我有没有关注每

个学生的“不一样”呢？身为教师的

我，因为一点小改变被学生注意而高

兴，学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从那天起，我试着关注每一个学

生，尤其是那些过去默默无闻、让我很

少操心的学生。我惊讶地发现，每个

学生都如此不同，又是如此渴望得到

教师的关注和赏识。

女生翠萍乖巧而文静，从不惹事、

成绩平平的她很少引人注意。直到有

一次作文课，我才发现她其实心思缜

密，善于观察。那是一篇写小动物的

作文，翠萍写了她夏天在大树下观察

蚯蚓的细节，把蚯蚓的活动过程写得

生动传神，我在批改作文时不吝表扬：

“多么生动的句子啊，比画家画得还形

象，你真善于观察！”课上，我在讲评时

还把她的作文当成范文宣读。那一

刻，翠萍红着脸、低着头，但看得出她

很高兴。

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到学

校就发现教室里有人在打扫卫生。走

近一看，正是翠萍和好伙伴韦韦。“你

们怎么来得这么早？”我惊奇地问。还

没等翠萍开口，快言快语的韦韦说：

“老师，您昨天表扬了翠萍，她跟我说，

要给您一个惊喜。”而让我更惊喜的

是，从那以后，翠萍无论学习还是班级

活动都格外积极，性格也变得开朗了

许多。我趁热打铁，让她当了小组

长。在她的管理下，那个小组成为全

班最优秀的小组。毕业时，翠萍以全

优的表现升入中学。

翠萍的成长，给了我很大的触

动。这些过去很少被我关注的学生，

其实也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有成长

的急切渴望。但因为缺少机会，缺少

被发现、被赏识的契机，他们无奈地成

为“沉默的大多数”。身为教师，我们

有责任发现学生独特的另一面。

有一年，班里转来一个叫洪惠的

女生，她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性格孤僻、

内向，成绩也不理想，上课很少回答问

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多方了解后我

得知，洪惠以前在农村读书，成绩不

错，还是班干部。来到城镇后，她在各

方面都有些不适应，对自己也没有信

心，内心感觉很失落。

怎样让洪惠重新振作起来呢？不

久后，学校举行手抄报比赛，我发现洪

惠的手抄报很有特点，随即抓住机会，

当众表扬了她，并对她说：“我们班正

好缺少一个负责设计黑板报的人才，

你愿意为班级服务吗？”她高兴地点点

头。自从洪惠负责班级黑板报后，我

们班的黑板报多次在年级获得好评，

她又被同学们推选为班级宣传委员。

慢慢地，洪惠的朋友多了，性格也变得

活泼起来，各方面都有了显著变化。

在为学生成长感到欣喜的同时，

我也深刻地认识到，每一个学生都是

独特的，作为班主任，千万不能让自己

的目光只盯在少数学生身上，要有一

双发现和欣赏的眼睛，从每个学生的

个性特长出发，为他们找到适合的成

长道路，让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有人说，教师眼里不能“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这启示我们，要善于

发现每个“不一样”的学生，从他们的

独特需求出发，实施“目中有人”的

教育。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淄川

区岭子镇中心学校）

发现“不一样”的学生

□孙运家

班主任班主任2018年5月30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我和你我和你

把话说到学生心坎里把话说到学生心坎里
找学生谈话几乎是班主任每天必做的工

作，怎样谈话的效果才好呢？

有心理学教授研究出“73855 定律”，即各

因素对说话质量的影响比例——内容仅占7%，

声音即语气态度占 38%，肢体动作占 55%。可

见，能否把话说到学生心坎里，语气态度和肢

体动作是非常重要的。

将生硬的命令改为亲切的商量

学校要求长发、彩发的男生尽快剪短、染

回，我不是“老古董”，但也认为学生应该有学

生的样子。德育部长告诉我，我们班有个著名

的“钉子户“，长发、彩发已经一年多，无论上一

任班主任如何说、如何做，长发还是飘动，彩发

依然招摇。

我想，不能轻易提出要求，因为一旦无效

则至毕业都可能没有效果。所以我“按兵不

动”，其他班主任采取各种措施，谈话、恫吓或

亲自带到理发店。我内心窃喜，动静越大，我

们班学生越能觉察。而那天，正是一个契机。

平远是卫生委员，同时是长发的顽主，一

年级时，我亲眼看到年轻班主任因为他的长发

无比苦恼。平远带着我去查卫生区，从办公楼

经过，部长在二楼正因为长发问题训斥学生，

我故意在楼下停一下，向上看几秒钟。卫生区

在学工处门口，学生怕学工处孟主任是出了名

的，我东张西望一会儿后说，不知道孟主任在

不在，咱不要与他碰上，不然又要遭殃了。旁

边的平远也紧张起来，四处看了看。师生两人

走到卫生区细细检查……

“平远，有没有哪个明星与你的发型一

样？”我乐呵呵地问。

“没有。”平远有些不好意思。

“这几天学校要求男生剪发，我没找你。

我觉得你们那么大的孩子正是追求好看、漂亮

的时候，这可以理解。”我认真看了看平远，“你

这样让长发偏向一边，是不是感觉脸大想盖住

一部分。”

“嗯，我的脸太胖了。”平远竟忸怩起来。

“哪里胖了，老师看着很帅气呢。”我笑道，

“咱们能不能想一个好办法，既让你感觉好看

又不违反学校的规定呢？”

“我今天中午就去剪。”平远立刻说。

啊？这就是“著名”的“长发、彩发钉子

户”？我心里暗喜，但仍退一步说：“好，如果感

觉接受不了别的发型，只剪一点就行。”

这次谈话没有压迫，威吓、争辩，也没有硬

性要求。学生自觉自愿地按照校规做。我觉

得，一方面创设氛围很重要，另一方面是站在

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把话说到了学生的心坎

里，所以他们才会听、才会做。要想让学生听

话，老师说话首先要“像话”。

降低拒绝的对抗性

小于一瘸一拐地来向我请假，说这两天跑

步跑得腿疼。我的大脑迅速运转着，这个班跑

操一向以乱著称，中间掉队者众多，我才接班

不久，这个口子我不能开，否则其他学生都会

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请假。不论腿疼是真是假，

这个假我觉得不应该批准。但我不能直接拒

绝他，这样会破坏了师生关系，以后的工作也

不好开展。

我关切地问他疼得厉不厉害，然后说自己

有时跑步腿也会酸疼酸疼的。

“我的腿疼得厉害着呢，走路都走不了

了。”小于一脸痛苦状。

“是吗？”我还是不太确定。

“我胖，都 170 多斤了，实在是跑不动。”小

于又增加了一个不能跑步的理由。

“才 170斤就说自己胖，人家 200斤的学生

都没说什么。”我呵呵笑着，以此缓和气氛，“还

记得一年级时咱们的运动会入场式吗？有一

块红布掉到了花坛里，当时你正好路过，我喊，

‘小孩儿，把这个红布条送到学生会’，你立刻

争辩，‘哪里是小孩儿，我们都是大人了’。不

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小于有些感动，点点头说好像有那么回

事儿。

“当时老师心里很高兴，认为这是一个有

担当、可信赖的孩子。说实话，当你说因为腿

疼要请假时，老师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我认为

你不是这样娇气的人。”

“那我试试看，你帮我开张假条，实在不能

坚持我就下来。”小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呃……这个假条我还是不能开。如果你

实在坚持不下去就下来，老师陪你一起走到终

点。而且，要求你们做到的，老师一定会做到，

咱们师生一起努力。”

第二天，小于坚持跑操，但中途少跑一圈，

之后又跟了上来。开班会时，我对他提出了表

扬，同时对全班学生提出要求，除个别有医院

证明不能跑操，其他学生不得旷操，更不得中

途退场。果然，后面再也没有人无故掉队、旷

操了，连学校领导都说，这个班的班风班貌转

变得让人吃惊。

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

才组班两个月，班里就有学生谈恋爱了。

有经验的班主任都知道，这事儿易疏不易堵。

走廊上，我让灿灿猜拿周记本的目的，猜

我是想看周记本上的哪些话。她翻到了“你希

望班主任是什么样的人”那部分，我说不是；她

又指指“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摇头。她有些

迷惘。我指着一段话：“初中时因为当班干部

花费了不少时间，现在我打算‘无官’一身轻，

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争取学好技能。”此

时灿灿面露愧色，她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好。

我看着她，真诚地说：“老师要恭喜你，恭

喜你在感情上有所收获。”

听到我这样说，本来准备接受一顿批评的

灿灿，很惊讶地抬起头。我关切地看着她：“有

人追你，这说明你很优秀啊。”

我说这句话是为下面的话做铺垫，是让她

理解自己的一番良苦用心。

“这些天老师很着急，本来想等过段时间

再找你，但现在看是不行了，我找各科老师了

解情况，都说你的成绩下降了。我心里很着

急，所以现在把你找来了。”灿灿低下头，准备

接受我的批评。

我握着她的手，看着她说：“老师来帮你一

起处理感情，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可以吗？

晚上要给女生开班会，为了全班同学，我可能

要说几句重话，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想……”

灿灿流着泪，竟一下扑到我怀里动情地

说：“老师，谢谢您！”

后来，她的周记本上写着：您没有一句批

评的重话，句句都在为我着想。当我扑到您怀

里那一刻，我真的把您当成了妈妈……

我回复道：当老师搂着你时，就好像搂着

自己的女儿，感觉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更要想

办法帮助你，让你更加健康向上地成长。其实

对男孩子产生情愫很正常，只要正常处理就行

了，你不要太放在心上……

把话说到女生心坎里，她们慢慢就和我走得

很近。生活中遇到困难，在学校收到情书……她

们总是第一个向我求助，仿佛已经把我当成知心

大朋友了。当其他班主任为了学生谈恋爱而伤

透脑筋、大发雷霆时，我却和学生谈笑风生，对他

们的择友标准“品头论足”了。

班主任要学会说话，前提是对学生有真挚

的爱，这样才会生发出说话的智慧，句句入心，

字字融情，把话说到学生的心坎里。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创意
班会课

□马彩云

班级
合伙人

大千世界，并不是缺少一个说话的地方，而是渴望一个理解自己、读懂

自己的朋友。于是，你——《中国教师报·班主任周刊》来了。

一份好的周刊，就像一位导师，带领我们在海洋中遨游，指引我们走向

成功的彼岸；一份好的周刊，就像一双羽翼，帮

助我们在天空中飞翔；一份好的周刊，就像旅

途中最忠实的伴侣，我们一起经历风雨、挺过

风浪……

俞慧琳 上海民办金苹果学校小学班主任，曾获上海市优秀雏鹰中队优秀辅导员

我为《班主任周刊》代言

我们班有一节特殊的班会课——生日

课。我们将每月其中一节班会课固定下来，作

为孩子们的生日课。这节课是孩子们最期待

的，老师们也十分重视。每当这一天临近，老

师们总要手忙脚乱：调查生日、布置黑板、制作

PPT……曾经，这些琐碎的工作都是老师亲力

亲为，再加上其他烦琐的工作，我们实在是太

累了。慢慢地，生日课成为我们的一种负担，

孩子们也觉得越来越无趣。

一次生日课后，我筋疲力尽地指挥孩子们

打扫卫生。有孩子跑来说：“老师，生日课越来

越没有意思了。”我有点无语，说道：“老师也没

办法，实在是太累了，没有更多精力准备。”

“那为什么不交给我们自己来做呢？”

对呀，我被孩子的话点醒了，为什么不让

他们自己试着“承包”生日课呢？

如何承包？我们在班里进行了讨论，利用

班会课梳理了生日课要做的事情，再根据这些

事情由孩子们自主选择，成立了生日课项目小

组——总策划：负责每次生日课的总体策划和

安排；调查组：负责调查当月哪些同学过生日，

并把姓名报给节目策划组；PPT 小组：负责每

次生日课 PPT 的制作；节目策划组：负责主持

人的筛选，节目的组织和安排；板报组：负责生

日课黑板的布置；后勤组：负责其他杂务，如桌

椅摆放、教室卫生、蛋糕领取……

有了项目小组，生日课果然发生了很大变

化：走进教室，孩子们一片忙碌。有画板报的，

有排练节目的，有摆放桌椅的，还有在对稿的

主持人……生日课开始了，孩子们的表现更是

让人惊讶。

可是，第一次生日课闹出一个乌龙。当小寿

星们欢呼雀跃地上台，准备接受生日祝福时，突

然有孩子大声喊道：“老师，刘XX哭了！”现场安

静了下来，大家都在疑惑，他怎么哭了呢？

“怎么了？”我急忙走到小刘旁边问，可他

什么也不说，旁边的孩子替他回答：“老师，他

也是这个月的生日，但主持人没有念他的名

字！”一位主持人比较机灵，马上接过话：“现在

让我们热烈欢迎刘 XX 上台，祝他生日快乐。”

同学们慢慢回过神来，掌声响起了，小刘也抬

起头来擦干眼泪，走上台去。

小小的乌龙就这样过去了。反思会上，调

查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表示下次统计生日时

一定更加细致。

然而，下次生日课又出现了问题。生日课

即将开始，负责策划的孩子找到我，一脸沮丧

地说：“老师，张XX没有做PPT，我们上周提醒

她了，但她还是没做。”只见小张缩在座位上，

其他负责生日课的孩子围在她旁边，不停地抱

怨。小张的眼泪已在眼眶打转，听着同学们的

抱怨，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看着沮丧的总策划，我把他拉到旁边悄悄

问：“现在生日课马上要开始了，你认为抱怨有

用吗？”他摇了摇头。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他想了一下，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

PPT，让主持人宣读相关内容？”

“这是个好方法，你能不能帮老师调解一下，

让这些抱怨的同学先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呢？”

“当然可以。”总策划走向张XX，拍着她的

肩膀笑着说：“没事儿了，可以不用 PPT 了，我

已经想到好办法了。”听到这句话，小张非常惊

讶，马上抬起头，按照总策划的方法积极行动

起来。虽然这次生日课没有播放精美的 PPT，

但仍然非常成功，孩子们同样收获了满满的祝

福和快乐，更收获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生日课再次悄然来临。咦，这是谁在表演

节目呢？看着他在台上自信大方的样子，全然

不像课堂上回答问题就会脸红的小家伙呀！

就这样，我们的生日课快乐地进行着：主持人

风趣幽默，有模有样；孩子们的节目丰富多彩，

歌曲、舞蹈、小品、相声应有尽有；吹蜡烛，切蛋

糕，送祝福，每个孩子都开心地参与其中，连坐

在一旁的我们也被深深地感染着。

这样的生日课不仅学生喜欢、参与度高，

这份快乐也传染给了家长，参加生日课的家长

越来越多，他们对孩子的表现赞不绝口。

一学期下来，生日课不仅培养了一批策

划、组织小能手，而且孩子们把生日课中学到

的经验慢慢应用到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他们渐

渐学会了如何处理问题，自主管理能力也越来

越强。如今，生日班会课已成为我们班级的符

号，我想，它也会成为孩子们在校园里最美好

的回忆。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郑中国际学校

小学部）

被“承包”的生日班会课
□丁晓薇 陈晓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