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 周刊
做班主任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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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特别策划·班主任成长叙事
太原市小店区举行中小学校优质
班主任区域交流系列培训会——

培养班主任队伍的
“本土专家”
本报讯（通讯员 兀明喜 孟海蓉）
“森林里的小动物如果都用谁跑得快
来决定胜负，那小鱼永远赢不了。所
以，我们不能用成绩好坏这一个标准
衡量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块多棱
镜，未来总有一束光能让他们绽放异
彩。”日前，在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街
道二中举行的小店区优质班主任区域
交流会上，黄陵街道大吴小学教师王
卿如是说。
班主任是班级工作的组织者和
领导者，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引领者。
为了整体提升班主任队伍素质，逐步
打造区域“本土专家”，今年初小店区
教育局在自愿报名和学校推荐的基
础上，选取 118 名班主任作为小店区
的储备队伍，组建了“优质班主任资
源库”。
据悉，这些优秀班主任将分别从
班级文化、班干培养、习惯养成、班级
活动、师生关系、家校联系、科任协作、
典型学生问题等 8 个方面选取擅长的
点形成讲稿，并作为分享话题进行区
域巡回交流、培训。
截至 5 月底，小店区教育局已分
别在刘家堡乡中心校、第四实验南校
区等 6 所学校进行了巡回交流。7 名
班主任作为主讲人进行了座谈交流，
300 余名班主任参与了交流培训。
“对于问题学生，家长有时会厌烦
教师经常发微信，怎么办？”在太原市
第四实验南校区举行的交流会上，一
位基层班主任抛出一个“难题”。恒大
小学教师赵伟苗答道：
“对于问题学生
的管理要有方法，与家长微信沟通也
要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同时，班级微
信群要设立群规，让现代沟通渠道温
暖而有规则。”赵伟苗现场展示了她的
班级群规，台下的班主任边看边琢磨，
边听边点头。
在每场巡回交流培训中，除常规
讲座外，还特别设置了“答疑解问”交
流互动环节，基层班主任分别就班级
管理的困惑、难点向主讲人提问，主讲
班主任将自己积累的班级管理经验分
享给兄弟学校同行。这个环节获得了
许多基层班主任的重点关注。
据悉，小店区教育局未来将从“优
质班主任资源库”中磨炼、选拔一批有
实力、有干劲、有口碑的班主任进行梯
队式培养，逐步打造区域班主任队伍
的“本土专家”。教育局负责人介绍，
他们想培养出既能默默奉献也能闪亮
登场、既能做也善讲的班主任，通过引
领示范、以点带面，为小店区全面优化
班主任队伍、提升班主任素养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

征 稿
【大家立场】有着丰富经验的您，
对班级建设和班主任成长最近有哪些
深度思考？该栏目给您提供表达观点
的平台。1500 字左右。
【创意班会课】有创意的班会课，
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老师，
你的班会课有哪些创意？产生了什么
样的效果？欢迎记录下来。1500 字
左右。
【班级名片】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
文化，老师，你所带的班级班名是什
么？有什么班级公约？又有什么小组
文化……这是一个图文结合的栏目，
展 示 有 创 意 的 班 级 文 化 、班 本 课 程
等。1500 字左右。
邮箱：zgjsbbzr@163.com
咨询电话：010-82296572
（投稿请注明栏目名！稿件必须
为原创且未公开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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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专业成长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是一项具有
挑战性的工作。日前，重庆市第八届中小学班主任基本
功决赛举行，许多教师在“班主任专业成长叙事”这一项
目中脱颖而出。本期，周刊精选了两篇“班主任专业成长
叙事”一等奖作品，以飨读者。

自我成长的减法思维
□ 蒋金绵

曾 菁

曾有人问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如
何能创造《大卫》这样伟大的作品？
他说：
“当那块石头在我面前时，我看
见了大卫，他就在那里，我只是把多
余的石头从他的身上凿去。”这个故
事引发了我的思考：专业成长也是这
样。它绝非一味地“做加法”，而是自
觉地“做减法”，去掉那些多余、妨碍
成长的因素，
最终唤醒更好的自己。
“共融共生”是我矢志追求的教
育愿景。
“ 融”即融合，
“ 生”即生长。
从“不融不生”到“融而不生”，再到
“共融共生”，这 3 个递进阶段“做减
法”的过程，正是我的班主任专业成
长的主线。

瞧，他们不再嬉闹。但这样的“师道
入佳境。我长舒一口气，脸上写的不
存异自然百花齐放。
“ 我真棒”主题
尊严”，在我和孩子之间立起了一道
仅有笑容，更有踌躇满志。科任教师
活动随即在全班展开，钢琴小王子、
无形的屏障。看似井然的秩序之下， 动起来，家长动起来，学生一起动起
棒球小子、围棋高手、手工达人等不
却蕴含着不稳定的因素。
来，忙得不亦乐乎的我却没有察觉到
断涌现。家长们也兴奋起来 ，家校
无法相融，何谈相生？当我刻意
新的问题即将暴露。
合力将“我真棒”活动拓展为“我们
排斥师生融合时，学生间的关系也开
某天日常批改作业，一个没署名
真棒”系列活动。除了自我展示，孩
始出现问题。他们大多是个性鲜明
的作业本引起了我的注意。里面密
子们还可选择自己特别欣赏的同
的孩子，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冲突
密麻麻重复着一个词——秋天。什
伴 ，为他们的优点点赞。被点赞的
频频发生。矛盾在校运会上爆发，我
么情况？反复研究这稚拙的笔迹，是
小朋友心花怒放 ，被小朋友认可的
们班的集体项目输得一败涂地。
彤彤！那个听写 21 个词错了 16 个、 荣光激励他们不断进步。再后来 ，
教不善，
师之过。看着沮丧的孩子 “秋”字多次写错被我一通批评的彤
活动主题更拓展为“假期见闻分享”
们，
我自责不已。班主任定位的偏颇， 彤。我心头一震，虽然这份作业并非 “好书推荐”
“ 爱上古诗词”等，班级
必然导致引领效能的缺失。那周班会
我直接要求，但当初那种急于求成的
教育生态日益充满活力。
课上，
我带头反思检讨，
孩子们也纷纷
态度无疑刺激到了孩子，甚至让她在
让 孩 子 有 平 台 习 得 ，有 舞 台 展
敞开心扉。压力虽然很大，
但我们终于
付出这份努力的同时，都不敢留下自
示，有擂台 PK，自主学习的动力就会
真正开启了双向的交互与接纳。
己的名字。
慢慢萌芽，逐渐升华为他们的内驱成
如何正确“减压”？我不再故步
自 责 与 反 思 涌 上 心 头 ：为 人 师
长力，进而在师生、生生之间产生积
减压：引体向上和俯身下蹲
自封 ，转而积极向前辈请教。先学
表，接受孩子的优点容易，但正视他
极的交互效应。
习，再实践，再总结，我逐渐摸索出自
们的个体差异和不同成长轨迹更难
2011 年 9 月的重庆骄阳似火，恰
己的管理之道：先做“引体向上”，努
能可贵。
减繁：大道至简守初心
如初登讲台的我那满腔的热情。但
力充实班主任理论与实践知识储备，
共融是共生的必要前提，但共生
挑战突如其来，我被安排中途接手三
让教育的管理与引领日渐从容；再做
却并非共融的必然结果。何以融而
年级的一个班。这个班以“难缠”出 “俯身下蹲”，以平等的身姿与孩子们
不生？究其根本，我没有充分洞悉孩
教育很繁复，
白首穷经，
难窥堂奥；
名，焦虑的我拿定主意——先下手为
对视，以朋友的身份参与孩子们的成
子的不同天赋和特点，更没有把握好
教育也很简单，
教学相长，
共融共生。
强，给学生一个下马威，第一时间树
长细节。春风化雨，班级风气渐变， 学科教师和班主任这两个角色的转
减繁并不是把众多相关因素粗
立班主任的威严。
师生个体逐渐融为整体。一个个单
换。学科本位会泯灭孩子的多元发
暴地剔除，而是抓住主要矛盾，解决
见面第一天，教室里非常热闹： 独的音符，开始协奏出和谐的旋律。
展，揠苗助长不如在悉心浇灌之后静
根本问题，将教育最关键的脉络明晰
“老师，您是我们的新班主任吗”
“老
待花开。反思之后，我将那天的班级
化、简单化。
师 您 好 漂 亮 、好 年 轻 ”……“ 糖 衣 炮
“午间十分钟”全部留给了彤彤，让她
师生交流的方式如何更坦诚直
减速：请静待花开
弹”之下，我却面沉如水，尽力压抑想
在同学的赞赏中完成了题为“我真
率？
“ 你觉得我们班有哪些不好的现
与他们亲近的冲动，一板一眼地读起
棒”的绘画作品分享活动。
象？有何建议？”
“ 班级问题我发现”
班 规 。 很 好 ，严 厉 是 如 此“ 高 效 ”。
和谐氛围逐步形成，班级管理渐
放 慢 脚 步 才 能 看 到 风 景 ，求 同
调查让孩子们自主调研班级存在的

逼出来的
“懒”
班主任
冰雨浇出来的沉思
记得那是我走上讲台的第二个
年头，某天下午，窗外淅淅沥沥地下
着冰冷的小雨。我决定放学后将当
天上课讲话、作业乱画的学生留下
来。因为，其他教师说这是收效最直
接的方式。
其他班学生陆续离开学校，我便
开启了“惩戒计划”。我让学生静坐
在自己的位置上。别说，好像还真有
效果 ，所有留下来的学生都屏住呼
吸，笔直地坐着，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眼里仿佛充满了懊悔。我心里窃喜，
原来这种方式真的挺管用。
渐渐地，
教室外站了许多接学生的
家长。有的望着教室内不听话的孩子
紧锁眉头，
有的无聊地玩弄手机……而
孩子们看着教室外的家长，有点如坐
针毡。我正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得
意时，批评声打破了教室外的宁静。
“这老师怎么放学了还把孩子留下
来，有病吗”
“ 唉，没经验的年轻老师
就是这样”……
望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雨，我感到
特别委屈。这都是为了规范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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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怎么就得不到家长的理解、孩
子的体谅呢……

“问题百出”的小组管理
我开始疯狂地补充班级管理知
识。特级教师魏书生说：
“班级管理，
凡是‘老百姓’能干的事普通班委不
干 ，凡是普通班委能干的事班长不
干，凡是班长能干的事班主任不干。”
对呀 ，我为什么不把管理权还给学
生，那样我不也轻松了吗？
说干就干，工作的第三个年头，
我大刀阔斧地改变事事亲力亲为的
管理方式。根据学生的特点，我将班
级分成若干学习小组 ，讨论制定班
规、组规及小组评比细则，开始了小
组自主管理之路。刚开始几天，孩子
们还兴致勃勃，可不到一个星期就问
题百出。例如，小组长不负责任，个
别组员团队意识不强……每天来告
状的比比皆是，我真的懊恼极了。
一周过后，小组间的分数出现了
差距，有小组成员开始讨厌组内个别
调皮的孩子，因为他们影响了小组的
得分，组内的矛盾开始凸显。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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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抚之下，小组内部好不容易才平静
下来。看来，把管理权交还给学生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平衡小组间的差距，我们成
立了班级人力资源库，专门吸纳之前
没有当过组长但管理能力较强的学
生。凡是进入资源库的优秀学生，他
们将以“进口组长”的身份进入较弱
的小组，根据工作情况获取相应的进
口奖金。这激发了孩子们参与管理
的激情，你别说，
“ 进口组长”干得格
外认真。
随着时间的推移，组长觉得组规
已失去了新鲜感和约束力，我鼓励他
们创新管理方式，小组内可以设计适
合自己的管理办法，可以选任小组干
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座位……
于是，小组很快产生了组币、组徽、组
歌、组券等。各小组内部工作开展得
如火如荼，整个班级荣誉感、凝聚力
有了很大增强 ，孩子们的学习积极
性、
管理能力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一场“没有掌声”的胜利
小组管理模式形成以后，我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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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放学后留过学生，我以为自己的尝
试成功了。这时，又一场冰雨差点浇
灭了我的希望。
那年，学校举行一年一度的青年
教师个性杯赛课。我做出一个大胆
决定，让孩子们登上讲台赛课。赛课
那天，孩子们精神抖擞、驾轻就熟，整
个课堂气氛活跃、有条不紊，学生自
主合作探究，老师点拨引领补充，那
堂课有效达成了教学目标，我们班获
得了第一名。
可是，胜利的消息却没能获得想
象中的掌声。一位家长发出了异样
的声音：
“ 这哪是上课？明明是在表
演。”有人也随声附和：
“ 现在这些年
轻老师，每天都想着标新立异，还拿
我们的孩子做实验。孩子都能管理
班级、上课，那要老师干什么？”
当时的我难过、委屈，心里很不
是滋味，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
细心的校长了解情况后，对我说
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 也许选择少
数人走的路，你才有更多机会与诗和
风景独处。”听着校长的鼓励，一股暖
流涌上心头。许多优秀教师不也是
历经重重磨难仍坚持课改吗？我又
岂能轻言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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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寻找策略。
“班级公约我参与”
主题讨论紧随其后，很快，4 条班级
公约相继出炉——举手发言善倾听，
文明玩耍乐互动，认真两操健身心，
爱惜图书巧收纳。班级存在的问题，
在师生联动中迎刃而解。
常态事务的处理如何更快捷高
效？
“班级事，大家说”每月一次，师生
民主讨论，达成共识自觉遵守。以清
洁事务为例，
“班级清洁责任认领表”
将相关事宜分为 4 个板块，一批动手
能力和责任心较强的孩子被聘为“金
牌指导小老师”，负起技能传授、过程
管理职责。夯实基础后，正式启动责
任认领。每周五的品德课，值日班长
反馈，全员进行讨论，班级协同能力
日益提升。
教育格局的拓展如何更务实推
进？
“ 湖广会馆”活动中，学生走进明
清建筑群；
“ 扎染坊”活动中，学生近
距离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有参观
消防队、自来水厂、博物馆、科技馆
等，从三尺讲台到大千世界，尝试做
减法的我们，反而拓展出教育的更多
可能。
守望教育初心，遵循教育规律，
追求教育智慧，我们一直在做减法。
减到极致，趋向的是师生“共融共生”
的愿景，唤醒的是班主任专业成长道
路上更好的自己。
（作者单位均系重庆市渝中区人
和街小学，曾菁系本文指导教师）

□ 陈晓丽

坚持后收获彩虹
我 又 重 新 点 燃 梦 想 的 火 炬 ，继
续走在班级管理改革的探索之路
上。这些年 ，即使我生病也无须其
他教师代课，孩子们自己管理自己，
自己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但无论
考试还是其他评比 ，我们班总是名
列前茅。曾经腼腆拘谨的孩子 ，变
得相当自信；以前的“调皮蛋”，渐渐
有了责任心；孩子们放学回家后，自
觉学习、管理，再也没有了家长的喋
喋不休……
最令我欣慰的是，孩子们把小学
奠定的基础带到了中学。他们的勇
敢大胆、合作意识、自主自理、综合素
质，在同龄人中总是出类拔萃。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也从繁重的
工作中解放了出来。但回想起来，刚
开始的我真的是被逼的。有时，被逼
是一种无奈，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
动力。前进路上需要我们不断地思
考、探索、创新，才能找到那条最适合
自己的教育之路，才能真正做一个轻
松的“懒”老师！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涪陵区第七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