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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D 跟我相处只有一年半时间。

这个孩子个头不高、体型偏瘦，圆圆的

脸蛋看上去甚是可爱。印象里，阿D永

远穿着一双厚重的蓝色保暖鞋，每天早

上跑操都累得不行。好几次，我希望阿

D 的妈妈给他换一双轻便点的运动鞋，

但是下一周，阿 D 还是穿着这双“大头

靴”出现在教室里。

由于阿 D总是不受控地经常发呆，

其他孩子都称呼他为“呆萌D”。开学两

个月，我就领教了这个“呆萌 D”的“呆

萌”：从来不做作业，课堂上溜号是家常

便饭，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居然是惹别的

同学发怒，那样他反而会乐得咯咯笑。

领教了这个“呆萌 D”的“厉害”之

处，我也觉察出他的某些不同于其他孩

子的“特质”。

那天我们一起去秋游，每个孩子准

备了一堆零食。忽然，我看见一群孩子

紧紧围着阿 D，而他正用母鸡护雏的姿

势护着一包麻辣牛肉干。我心想，不

好，难道他抢了别人的零食？当我走到

不远处准备厉声训斥时，听见了阿D对

同学说：“马老师最喜欢吃辣的，这包牛

肉干留给老师吃，你们都别惦记了。”霎

时，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我轻轻拍了

拍他的脑袋，一把将他从人群中捞出

来，放在我的腿上说：“谢谢你的牛肉

干，但是老师最近胃不好，大家一起分

了吧，可以吗？”他诧异地望着我，在全

班学生艳羡的目光里，阿D眯着眼睛咯

咯地笑了。

“牛肉干事件”拉近了我与阿 D 的

距离。我突然发现，有时不是孩子调皮

捣蛋，而是我先入为主，带着刻板印象

判断他的行为。后来在课堂上，他的

“调皮捣蛋基因”要发作时，只要我看一

眼，他就会有所收敛。课后，我常常有

意让他帮忙发发作业、整理教室，顺便

跟他套套近乎。

一天，果果哭哭啼啼地找我“告

状”。原来，阿 D 在果果擦黑板时突然

抽走了脚下的椅子，害得她直接跌落下

来，险些摔坏了下巴。听完这件事儿，

我急急忙忙找到了阿D。此时的阿D一

脸无辜，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从孩子这里得不到什么有效信息，我只

能约谈了他的家长。从他妈妈的话中

我得知，原来的阿 D 不是这样，因为某

些特殊原因才会采取一些在他看来无

意识的行为……我被阿 D 妈妈的话震

撼了，同情心油然而生。

“你抽走了果果站的椅子，是因为

她踩的是你的椅子对吗？马上要上课

了，你为了做好课前准备，所以才着急

拿走椅子对不对？”听到我的话，阿D涣

散的眼神突然有了神采，他抬头看着

我，露出惊讶的表情。这印证了之前的

猜测，我话锋一转，“但是，当时椅子上

有人站着，如果你要拿走椅子，一定要

让别人先下来，不然会摔伤的。”阿D听

完，默默地点了点头。

此后，我有意无意地都会找阿 D聊

聊天，中午打扫卫生时，我和他一起擦

桌子，告诉他：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

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总有犯错误的

时候。做事儿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不然

肯定会造成许多麻烦。后来，我还送了

他一本写怎样控制情绪的书。

慢慢地，“呆萌 D”开始认真听课

了，对学习渐渐有了兴趣，虽然作业还

是交不上来，但是学习态度好多了。他

在课堂上不仅没有捣乱，有时还能出人

意料地点燃智慧的火花。小伙伴们对

他也开始刮目相看，称呼也变成了“萌

D”。看到他的变化，我打心底高兴，并

多次在班会上公开表扬他。慢慢地，我

也摸到了班级管理的门道——激发学

生良好的心理动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和创造热情。后来，我的班主任工作更

加得心应手了。

作为一名班主任，我感觉特别幸

福，因为给学生一份爱，收获的是沉甸

甸的惊喜、欣慰和快乐。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

际学校小学部）

我和“呆萌D”的

那些事儿

□马荏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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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慎当班主任慎当““裁判员裁判员””
初为人师就当班主任，兴奋和惶恐交织而

来。我起早贪黑，想在工作上做出一番成绩，

既不负学校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也为自己增加

一些威望。可是，事与愿违，虽然我觉得自己

足够努力，但班级管理成绩一直不理想，内心

郁闷极了。

我的一位同学曾获得市级优秀班主任称

号，他正好来到学校，我便吐露了自己的苦恼，

并请教治班之策。

我们正在办公室交谈时，“报告”声传来，

几个学生叽叽喳喳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许多

黑板报的样稿。那时，学校要举办黑板报评比

活动，经过仔细比较，我选定了一幅交给他们。

这拨学生刚走，又进来一个学生。他告诉

我，学生小刘不打扫卫生区。我立刻喊小刘到

办公室，并严肃地对他说：“你马上去把卫生区

打扫干净，一会儿我进行检查，这样的事情绝

不允许再次发生。”小刘出去后，我苦笑着对我

的同学说：“你看，这就是我的学生，我怎么做

才能把班级管理好？”

听到我这样说，同学笑眯眯地看着我：

“根据刚才你对学生事务所采用的处理方式，

我觉得你的班级管理成绩上不去，问题可能

不全在学生，作为班主任的你至少也有一部

分责任。”

“我对学生事务的处理有不妥当的地方？”

我有点诧异。

“学生问你黑板报样稿的意见，你自己

就直接决定了。这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错，但

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你可以与学生一起讨

论、比较，集思广益，把各种方案的优点吸纳

进来，把这期黑板报办成学生集体智慧的展

示，把参与此事学生的积极性全部调动起

来。”我那位同学接着说，“而你自己直接确

定一个方案，这期黑板报就变成了一个学生

的单独才艺展示，其他学生置身事外，他们

对此事的积极性就会大大降低。你想想看，

学生对班级事务不感兴趣，班级的管理水平

能高吗？”

我有点不知所措。

“你应该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机会与学生

打成一片，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亲其师、信其

道这个道理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啊！”同学

接着说道：“你对‘小刘事件’的处理也有值

得商榷的地方。你没有问清楚原因，也没有

给他解释的机会，就主观地认为这个学生错

了，就强行命令他完成任务。这样做会产生

许多问题，一是这个学生可能不服气，认为

你偏听偏信，喜欢听小报告处理问题；二是

可能会造成学生之间的误解，激化这两个学

生的矛盾。”

“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吗？”我疑惑了。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和你的处

理方式基本一致，你知道事后发生了什么情况

吗？”同学让我猜。

“你直接说呗，让我也借鉴借鉴。”我有点

好奇。

“事情发生后，这两个学生相互不再理

睬，也动员和自己要好的同学不要理睬对方，

并且在班内处处对着来，造成了班级管理的

混乱。同学之间发生的问题，作为班主任不

要使用自己的权力当裁判员，因为这并不是

解决学生问题的最好办法。看上去你当时解

决了问题，但实质上却破坏了两个学生之间

的关系，为今后的班级管理埋下了隐患。正

确的做法是班主任应该做调解员，让学生之

间相互沟通，自己解决问题，这样会使他们更

团结、更融洽，这样有利于班级管理，更能提

高班级的凝聚力。”

同学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

从那以后，班内的许多事务我都和学生一

起商量，以求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案。一旦学生

之间有什么不同意见或争端，我都让他们尝试

自己沟通、协商解决，作为班主任的我不再当

“裁判员”，转行当上了“调解员”。

慢慢地，师生之间的关系密切了，学生之

间的关系融洽了，班级凝聚力增强了，班级管

理的成绩也逐渐提高了。期末学校评比，我们

班还获得了优秀班集体的荣誉称号。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羊庄中学）

□张志森

班级
合伙人

教师的职能是“教书育人”，班主任的职能则应该颠倒一下——“育人教书”。一名合格甚至优秀的班主

任，只带出成绩好的班级是不够的，还要践行师道，点化与引领学生成长。

作为一名未来的班主任，我一直在阅读《中国教师报·班主任周刊》，她是我专业成长的助手，帮助我快速

地了解了“班主任”这一角色，也给了我许多关于班级管理和班级建设的好点子、好方法。衷心希望这份周刊

越办越好。

柳文倩 洛阳师范学院“大地明师”研习班学员

我为《班主任周刊》代言

班歌，凝聚了班级文化的精髓，但真正能

触动孩子心灵的班歌很是难得。而我们班，却

因为一场球赛，“输”出了梦寐以求的班歌。

2016 年 4 月，我们班历经坎坷，总算闯进

了“校长杯”足球联赛决赛。上半场男足比赛，

我们占据一定优势，不到 1 分钟就破门得分。

但是对方很顽强，1：0的微弱优势一直保持到

上半场结束。

此刻，大家都知道我们赢的几率微乎其

微，因为我们班的短板正是下半场的女足。下

半场开始没多久，我们班1球的领先优势已经

没了。比赛过半时，对方再进一球，我们似乎

已经锁定了败局。孩子们开始丧气了，我赶紧

安慰他们。令人欣喜的是，终场前的任意球帮

助我们扳平了比分。

或许是因为蝉联两届冠军的我们求胜心

切，压力过大，最终点球大战还是败下了阵来。

比赛结束，冠军没了，孩子们一时接受不了残酷

的现实，一个接一个哭了。

孩子们激动的情绪需要平复，受伤的心灵

需要安抚。为此，我们回到班级，组织了一次

即兴主题班会。

班会从大家的哭泣说起，我非常欣慰地告

诉孩子们，从他们的眼泪中，我看到了从未有

过的团结和凝聚力。

于是，孩子们强烈建议，在教室的公示栏

写下“4月24日”这个特别的日子。看来，孩子

们的生命能量被激活了。

如何面对当下的失败？孩子们纷纷表示，

光哭是没有用的。关键是哭过之后怎么办？我

们需要坚强，需要从失败的痛苦中振作起来。

同时，孩子们也认识到，我们这次输给了

对方，但无须“报仇雪恨”，不应把对方视为仇

人。我们要输得起，要发自内心地祝贺对方。

最后，我总结道：“今天的比赛我们输了，

很伤心，很难过，那是因为我们心里都装着 10

班。但是，我们也要学会坚强，好好总结这次

比赛的经验教训。明年我们从头再来……”

此刻，班里播放了刘欢演唱的《从头再

来》，伴随着歌声我们结束了这次班会，“从头

再来”精神却开始融入我们10班的班级文化。

真真切切的特殊班级生活经历，终于酝酿

出我们的班歌。真没想到，我们期待已久的班

歌竟以这样的姿态走近了我们。

为了让这首歌更贴近班级，我们发动学生

和家长对《从头再来》的歌词进行改编。学生

全员参与，家长全程指导，改编的班歌精彩纷

呈。“辛辛苦苦才闯入决赛，今天重又走进风

雨”“心若在梦就在，我们之间团结友爱”……

为此，我们还特意组织了班歌合唱比赛。

后来，在家长会上，我们隆重介绍了这场

球赛、这首班歌，并通过一组照片生动回顾了

这场令人难忘的比赛，家长们感动得流下了

热泪。

冬去春来，我们迎来了小学阶段最后一届

“校长杯”足球联赛，我们和2班再次在决赛中

相遇。孩子们认真总结了上届决赛失利的原

因，并制订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大战之前，

孩子们唱起了班歌。其实，这场比赛结果已经

不重要了，因为我们就是赢家，我们赢得了学

生的成长，赢得了班级的发展。

决赛中，不论男足还是女足，甚至场外啦

啦队，所有学生都用行动生动诠释了“从头再

来”精神的精髓——“心态好，不放弃”。

造化弄人，虽然戮力同心、机会不少，但

我们班还是以 1球之差再次输给 2班。这次，

也有个别孩子哭了，但没有一个孩子指责埋

怨，没有一个孩子垂头丧气。孩子们不约而

同地说：“我们没有输，我们都很团结，我们都

尽力了！”

看来，“从头再来”精神——“心态好，不放

弃”已经融入我们 10 班每一个学生的血液。

从孩子们淡然而坚定的神情中，我看到了一群

成长的孩子，看到了一个坚强的10班。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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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输””出来的班歌出来的班歌
□敬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