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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班主任2018年7月11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我和你我和你

□□邹英洪邹英洪

我想做一名班主任，在尊重学生个性差异的基础上，因人施教，拒绝“打压式”教育，让不同的学生发挥最大的潜

力，让不同的学生体会到班级生活的幸福。

如果能成为一名班主任，我相信自己能坚持面向全体的教学观，营造有利于激发学生创新精神的环境，遵循学

生的成长规律，探索积极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他们健康乐观的心态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我想，通过阅读《中国教师报·班主任周刊》，在班主任这条路上越走越好。

我为《班主任周刊》代言

每接手一个新的班级，我都会

告诉学生：“每一粒种子都是希望，

每一棵幼苗都可以茁壮成长。过去

的你听话或调皮，优秀或平庸，都已

经成为过去。新的年级就是新的起

点，希望你能给自己带来新的气象，

老师认识的你只从现在这一刻起。”

做班主任这些年，有几个孩子令我

印象深刻。

爱中有“偏”静待花开

当上班主任后，我便想着如何

能给学生更多的关爱。但面对一个

班 50 多个孩子时，这些话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却并不轻松。

班上有个孩子叫小杰，入学第

一天就不喜欢上学，每天都是爸爸

拖、妈妈推才把他送到学校。家长

走后，孩子总是哭喊着要找妈妈。

课堂上时不时响起哭声，还总是重

复着一句“我要找妈妈”。上课的节

奏时不时被他打断，中午即使专门

给他喂饭也是不吃不喝，什么方法

在小杰身上似乎都不管用，这可真

让我犯了难。

不能总这样吧。我找来家长商

量对策，家长看见我着急的样子，才

告诉我孩子发育迟缓。面对这种情

况，我既心疼又无奈。每天，他依旧

重复着哭闹，我能做的就是像哄一个

刚会说话的孩子一样，一天7节课，节

节把他放在我跟前，时不时拿出零食

才能让他安静一会儿。

哭闹声的减少是在一个下雨

天。那天雨很大，小杰不敢上厕所，

又哭了起来，于是我蹲下来示意可

以背着他去。上完厕所后，我的鞋

完全湿了，但小杰却转过身抱着我

说：“老师，我爱你，你真好。”一个月

的哭闹带来的心烦，在那一刻融化

成感动。有句话说：“不是所有的种

子都能发芽，不是所有的花朵都能

结果，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但

不付出辛苦，你就不会看到希望。”

孩子的发展过程既需要老师的

精心呵护，有时也真的需要多些“偏

爱”，静待花开。

刚中带柔 感化心灵

我相信一句话：刚而不柔，严而

不慈，会使学生望师生畏，敬而远

之，使你欲教不能；柔而无刚，慈而

不严，会使学生行为放纵，不受约

束。我时常用这句话鞭策自己，通

过“严”“慈”结合，使学生在恰当的

约束中成长。

为了加深对学生的了解，我利

用假期对班上每个学生都进行了家

访，了解他们在家里的表现和成长

轨迹，努力发现他们的每一个闪光

点和不足之处。每隔一段时间，我

会召开一次家长会，这样能够适时

了解学生的变化，与家长、学生的心

灵也更加贴近。

去年，班里来了一个女学生，不

仅学习差，个人卫生也很糟糕。家

长不关心，同学瞧不起，她摆出一副

破罐破摔的样子。看到这种情况，

我心里真是着急。一天早晨，我发

现这个女生大冷天竟然只穿一只袜

子就来上学了，便询问原因。孩子

不以为然地说道：“我只能找到一只

袜子。”“妈妈知道吗？”我轻声问。

孩子只说了一句：“知道。”看得出，

对于家长的不关心，她似乎已经习

惯了。

下课后，我马上到超市买了一

双袜子。她穿上袜子后，呆呆地在

座位上若有所思。放学后，我约定

和她一起回家进行家访。经历了白

天的那一幕，她似乎和我不那么疏

远了，渐渐地敞开了心扉。之后，我

经常从家里带一些衣服和食物给

她，放学后也会找理由和这个孩子

同行聊天。渐渐地，这个女孩在不

断变化，成绩也渐渐转好，后来还当

上了组长。

关爱“遗忘一族”
点燃自信之灯

有的班主任会有一种感慨，那

就是好学生不用教，孬学生教不

好。班级里其实也有弱势群体，他

们是“被遗忘的一族”。我坚信没有

教不好的学生，每个学生都有某方

面发展的潜能，都有自己相对的优

势和弱势。因此，对于弱势学生，我

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指导，呵护

他们脆弱敏感的心灵，点燃他们的

自信之灯。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们

喜欢拿着蛋糕到学校与同学一起过

生日，每次我都给孩子准备一份精

致的礼物。也许几元钱的东西对于

自己并不算什么，可对于七八岁的

孩子来说却能让他们高兴得手舞足

蹈。过生日时，我还会拍许多照片

发给家长，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品味

幸福的时刻。

一天，角落里有个本该去训练的

孩子一直盯着教室里的蛋糕。我问

她：“怎么还不去训练？”结果她说了

一句话：“老师，我多么想也在班上过

生日呀！我能不能吃完蛋糕再去训

练？”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本

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可是父母在智

力上有缺陷，从来没给她过生日。于

是，我马上告诉她：“今年你过生日

时，老师给你买蛋糕。”结果可把她高

兴坏了，赶忙说道：“老师，我的生日

是12月24日。”我在手机上专门设置

了提醒，那一天，我早早把蛋糕拿到

教室，还给她准备了礼物。当全班孩

子唱生日歌时，她笑得那么灿烂、那

么甜美。看着她纯真的笑容，我感到

无比满足。

回顾多年的班主任生涯，有奋

斗的艰辛，有奔波的忙碌，但更多的

是看到一个个孩子健康成长的那份

愉悦。我想让自己的那份心意，如

花香一样弥漫在孩子成长路上的每

一个角落。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青

山小学）

让花香弥漫在孩子成长路上让花香弥漫在孩子成长路上

许多班主任都会遇到一道坎——

“青年危机”，那是丰满的教育理想与

残酷的教育现实之间的矛盾。一旦迈

过去，就会对班主任工作有更深的理

解和领悟。

回忆当初，在我最徘徊不前的日子

里，居然是班里最“差”的孩子点化了

我。我觉得自己和他是一类人——我

们在各自的圈子里都算不上天资卓越

者，都很勤奋却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对

自己存在的价值处于迷茫状态。许是

缘分使然，这个孩子叫天成，与我的名

字有点相似。

与我相比，天成的处境更糟，他被

医院认定为智力低下，靠自己几乎完

成不了任何作业，还要遭受同学的讥

讽和嘲笑。作为长年不写作业、练习

得分总是个位数的孩子，他陷入极度

自卑之中。

一个偶然的课间，我发现学生在

“跳双飞”。看我走了过来，学生彤彤就

开始“献宝”，一口气跳了 20 个，我朝她

竖起了大拇指。与其他学生站在操场

中练习不同，天成一个人站在墙角，做

着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尝试。他有时连

第一下都甩不过去，就尝试站到台阶上

往下跳，有几次没站稳，摔得龇牙咧嘴，

我忙过去问他：“受伤了吗？”他摇摇头，

不好意思地走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学校里又兴起了一

阵“毽子风”，教室门口的场地上到处是

上下翻飞的毽子。天成呢，他还在那个

角落里，孤独地尝试着跳双飞，不过比

之前好多了，偶尔能够跳过去一两次。

这对于三年级的孩子而言也算不错了，

何况他天生协调能力不好，更是了不起

的成就。

“天成居然能跳过去双飞啦！快来

看吶！”也不知哪个调皮鬼振臂一呼，引

来了半个操场的学生，把天成讪了个满

脸通红。

“他还会跳双飞？”“运气吧！”听着

人群中的议论与不屑，我有些义愤填

膺：“好孩子，怕什么，给他们跳跳。”

憋了一会儿，天成铆足劲儿跳了一

个双飞，没来得及落地，四周的同学已

经炸开了锅，“他真的会跳”！天成一下

子傻眼了，努力了几个学期，学习成绩

只有二三十分，没想到跳一个双飞居然

引起了轩然大波。

没过多久，学校开展了冬季三项比

赛——盘踢、双飞和八字长绳，由于双

飞能跳过去的学生屈指可数，天成便被

推选上榜，成了男生中的种子选手。此

后的两周时间里，他仍然在课间勤奋地

练习着，不同的是，他离开了那个熟悉

的角落，来到了操场中间，从跳一个歇

一下变成了一口气连跳数个。每次我

走到教室时，都有学生前来“报喜”，“龚

老师，我看到天成一口气跳了 8 个”“我

看到天成一口气跳了10多个”。我把天

成喊到身边，摸摸他的脑袋：“小伙儿不

错，班级荣誉就靠你啦！”他得意地晃晃

脑袋，看旁边人很多，又不好意思地笑

了笑。

比赛终于到来了，听得裁判员一声

哨响，运动员们迅速进入状态，天成反

应并不快，但他胜在熟练，当结束的哨

声响起，技术员大声地报出 46 个，全班

学生沸腾了，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

绩。天成用一个月时间生生把双飞练

了出来，为班级争得了荣誉。天成自己

也激动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学校比

赛，并为此拼尽了全力。

凭借着学生在双飞比赛中的出色

表现，我们在总分榜上完成了弯道超

车，顺利夺魁，天成成了大家心目中的

励志偶像，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学生的作

文中。他自己也成功入选校级双飞队，

一次又一次代表学校参加市级、区级比

赛，获得了骄人的成绩。

有些学生容易成为“隐形人”，但一

旦发现自己的价值所在，就能寻找到新

的突破点，发现全新的生长点。天成的

故事告诉我，涸泽之鱼也能遇见自己的

大海。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

星洋学校）

遇见自己的大海
□龚天羽

2014 年，我到马王小学任教。

这是一所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留

守儿童和“问题孩子”较多。作为一

名新班主任，没有带班经验，我焦虑

不已，但也不知如何是好。

2015 年，正巧参加了一次培训

活动，我聆听了许多专家的优秀班

级案例，于是不禁暗暗自问：“该怎

样让班级充满浓浓的文化氛围和凝

聚力呢？”

半个月未见，孩子们用热烈的

掌声对我表示了欢迎，眼神是那么

期待，我在感动中开始寻找建设班

级的方法。

我想到了在阳光下开得绚烂、

执着的向日葵。是啊，这群孩子不

就是阳光下的向日葵吗？也许有的

孩子现在并不快乐，有的孩子存在

一些缺点，但如果给他们阳光般的

温暖，即使土壤再瘠薄，他们的生命

花朵也会努力地绽放。

班队课上，我问孩子们：“今年

我们是三年级二班，明年是四年级

二班，每一年我们的班级名称都会

变，你们想不想要一个好听的、具有

永久意义的班级名称呢？”孩子们充

满了好奇与激动，我给他们讲起了

金黄灿烂的向日葵，于是“向日葵之

家”这个名字诞生了。它寓意孩子

们的生命如向日葵般绚烂，在求知

的路上执着前行，即使没有太阳也

绝不低头。许多年后，我希望他们

还会记得这个温暖而有生命力的名

字，在他们成功、遇挫、欢笑、沮丧

时，能始终向着阳光的方向，他们会

永不言弃、充满快乐。

可是，只有班级名称还远远不

够，一个班级还需要有凝聚力。我

认为，凝聚力源于班级静态文化的

熏陶和班级活动的锻炼。

班级的静态文化建设，是让教

室的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能“说

话”、都在“微笑”，整个教室空间充

满育人的氛围。于是，我们开始着

手设计。在班队课上，我和孩子们

一起制定了班级公约，同时让他们

自己动手布置，将班级公约、课程

表、时间表、图书角、卫生角、展示园

地等都用向日葵图案点缀展示，整

个教室充满阳光的气息。

每一天，孩子们将收集到的充

满哲理的话语抄写在黑板一角，激

励他们一起成长；孩子们每一次墙

报、手抄报展示都围绕向日葵班的

目标，积极传递正能量。孩子们通

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看到了自己的

劳动成果，消除了学习后的疲惫，班

级的凝聚力迅速倍增。

有了静态的文化，我们便开展

了一系列主题活动。每一个学生

动手制作“阳光少年”成长卡片，卡

片上标注课堂纪律、作业完成、清

洁卫生、自我表现、阅读能力等方

面的信息，每两周开展一次评选活

动，被评为“阳光之星”的学生可以

将自己的照片贴在教室绽放的向

日葵图案上。在一次次公开的评

比中，学生书写工整了，课堂秩序

井然了，学习氛围浓厚了，学生的

素质也提高了。

在评比中，孩子们最喜欢的就

是“自我表现”。最初，我利用中午

10 分钟和班队活动课，组织了情景

剧表演、诗歌诵读、小主持人等活

动。最初我亲力亲为策划执行，现

在则完全放手让孩子们自己来做。

本学期，他们已经开展了“一站到

底”“汉字大王”“小小辩论家”等活

动，他们对每周的班队活动都充满

期待。在学生眼中词不达意的小涛

现在成了小小作家，“笨笨”的小思

变身清洁小能手，“网虫”小莉则成

了我的小帮手……

孩子们在活动中得到锻炼，在

幽幽书香中得到浸润。当图书室的

书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时，我

鼓励孩子们将自己的书捐献出来，

我自己又出钱买了一些进行“共

享”。为了考查阅读情况、激发孩子

们的阅读兴趣，有时我有意将图书

露出一角，孩子们一眼就能说出书

名和主要内容。同时，我们开展了

“书海拾贝”活动，每天中午 10 分钟

时间，学生介绍自己的读书经验和

体会，每月我们还会评出“阳光诵读

之星”“阳光领读员”等。

在这种个性化的文化熏陶下，

班级的学习环境被学生装扮一新，

学生的创造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释

放，学生在活动中也能当家做主，班

级的凝聚力自然得到了增强。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大渡口区

马王小学）

徐嘉辰 洛阳师范学院“大地明师班”学员

班级
名片

向着阳光的方向向着阳光的方向
□张琳敏

向日葵向日葵““乐读乐读””分享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