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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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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立场大家立场

班主任专业学习
需从师范院校开始

□李迪

毕业季，各学校到师范院校招聘

毕业生。面试时，领导经常问一句：

“你愿意当班主任吗？”同时也在内心

嘀咕一句话：“他（她）是否有当班主任

的能力？”应聘者自然满口答应：“我愿

意。”内心却不禁忐忑：“没有人教过我

怎么当班主任，我也想当好啊……”

作为一名班主任，我认为班主任

培训要走向专业化，而且需要从师范

院校开始。原因有三点：

一是来自学校的渴望。学校特别

渴望每个师范生一毕业就能胜任班主

任工作，但是往往事与愿违。于是，每

年暑假来临，各学校的班主任培训工

作就提上了日程。这当然说明班主任

专业化成长很重要，但是学校为什么

非要把班主任培训放到假期？

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在学期

中，如果一个班主任离开一周，学校就

必须安排临时班主任来接替。每日科

任教师备课、上课、学生掌握新知识、

学校各部门分派任务……纪律、卫生、

闹矛盾、丢钱、玩手机……这些都需要

一个精力充沛、真诚睿智、经验丰富的

班主任来做。可以说，一个班主任关

乎着一个班级的发展。而这样有经验

的教师未必能临时找到。如此，班主

任因其重要、优秀，反而失去了在学期

中外出进修、深造的机会。

这对一个倡导“终身学习”的学校

何其无奈？这对一个风华正茂、才华

横溢的优秀班主任又是何其不公？倘

若师范生在校期间就有系统的班主任

专业化培训，每一个毕业生初为人师

就有相关工作能力，领导便可以大胆

地让每一个教师都有定期深造的机

会，学校也会得到可持续性发展。

二是来自教师本身的渴望。如上

文所说，师范生一毕业，可能马上就要

当班主任。他们的经验从哪里来？可

能从自己上学期间的班主任那里来。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往的经验在

如今往往不适用。何况，当年班主任

那一套我们未必已经完全掌握。

我是一个中职学校的班主任。当

下，新生入学前两周，我要做的最主要

的事情，是手把手教学生打扫卫生。

比如，我要教学生拖地板，最少会

说5遍：“某某，今天晚上下了晚自习，

同学们都走了以后，你要这样倒退着

拖地板。”学生说：“好的。”转身打算

走。我忙喊他（她）：“慢着！你再重复

一遍我刚才说的话。”“您让我今天晚

上下了晚自习，同学们都走了以后，倒

退着拖地板。”

我点头：“嗯！你复述得很不错。

那你觉得，我为什么要让你下了晚自

习，同学们都走了以后，再倒退着拖地

板？”“因为同学们不走我就拖地板，他

们一走一个脚印，永远也拖不干净；如

果我不倒退着拖地板，可能会把刚拖

过的地板踩脏。”

我说：“完全正确。如果你是老

师，会这么要求吗？”学生：“……”

这样的对话，不仅仅是在教学生

拖地板，更是在培养学生的执行力。

但是，新班主任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怎

么可能知道这些？

三是来自学生的渴望。师范院校

毕业生用3年时间摸索班主任工作经

验，在教师职业生涯中也许时间不长，

但对于学生而言，这 3 年是不可逆

的。我们不敢拿学生做试验，所以何

不在毕业前就防患于未然？

许多优秀班主任感慨：一个教师

如果没当过班主任，那是一种缺憾。

也有人说，班主任是世界上责任最重、

权力最小、事务最繁忙的“官儿”……

班主任工作，冷暖自知。可以肯

定的是：如果师范院校增设班主任专

业化培训课程，这“冷暖”的比例一定

会有惊人的变化。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科技

工业学校）

今天是花园小学新生家长大学

开学第一课，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全校

6000 余名师生，欢迎各位家长成为

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和事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没有

完美的家长，同时也没有完美的学校

和完美的教师”。各位家长，尽管你

已经领略过花园小学班主任和科任

教师的魅力，但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即使在花园小学这样的学校，也没有

完美的人和事。从初为人父母，到做

孩子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大家几乎都

在摸着石头过河，修成“正果”的鲜

有，功亏一篑的却大有人在。这就是

我们创办家长大学的初衷。

“诚敬勤朴，志同道合”是花园小

学在90年前就已经确立的校训。花

园小学的每一名家长都应该是家校

共育的合伙人，都应该是同频共振、

磁场相似、步调一致的合伙人。

“为学生一生的幸福和发展打好

基础”是花园小学的办学理念。对于

“基础”二字，我们认为它不仅仅是知

识和能力的基础，也是行为习惯的基

础，还是做人和做事的基础。这个

“基础”必须由学校和家长配合完成。

“生态花园，幸福种子”是我们学

校的特色文化主题。我们把教育看

作农业，把教师视为农人，把学生喻

为种子。人类天生就有自我发展和

探索的内驱力，这本身就是一种生物

的本能，后天的教育只占儿童先天禀

赋基础上的30%左右。所以，学校和

家庭的教育要建立在客观、理性的基

础上，才能谈成人和成才的事。花园

小学的教育理念就是让花有花的芳

香，让树有树的伟岸，让草有草的柔

美。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孩子自身的

努力达成。

家长朋友们，学校教育是育人结

构中的一部分。如果说社会处于河

流的上游，家庭处于中游，那学校教

育就是一条河流的下游。要办好一

所学校，如果上游和中游被污染了，

那么下游的河水很难清澈。

从社会层面来讲，现在整个教育

陷入了一个功利误区——不能输在

起跑线上。在这句话的驱动下，家庭

和学校都在拼尽全力向前奔跑。我

认为，现在有新“三座大山”压在孩子

身上：超前抢跑的学前班，小升初的

择校热，还有中高考的“独木桥”。

从家庭层面来讲，我们发现了许

多“直升机父母”——父母24小时无

死角地陪伴，家庭生活的重心几乎都

在孩子身上。无论是孩子的身体状

况还是学习情况，哪怕有一丁点风吹

草动，都会导致全家紧张甚至焦虑。

从学校层面来讲，学校教育也受

到了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尽管在小

学尤其是一二年级取消了期末考试，

不给学生的成绩排名。即使三至五

年级我们也在淡化分数，不给考试成

绩排名。但学校里不可能没有质量

调研和阶段验收，我们也会根据成绩

数据改进教育教学工作。然而，有些

家长却过分关注孩子成绩。即使学

生之间成绩有差异，但其中的差距并

不大。所以，我想提醒各位家长，不

要过分把精力用在成绩和排名上。

一些误区和三座大山使许多家

庭在教育上缺失了定力，产生的直接

后果和弊端就是孩子的内力不足。

有些家长盲目抢跑，为了追求所谓的

“不输在起跑线上”，使孩子的好奇

心、想象力、专注力、内在秩序感等生

命成长中最宝贵的内力消耗、匮乏，

甚至枯竭。

今年我们对花园小学南岗校区

新生的学情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

孩子穿衣吃饭的独立性并不能全部

达标，这两项本应在幼儿阶段就要完

成。再者，专注力、倾听习惯和阅读

经验这几项指标达标率普遍不高，在

50%左右。最后，平均的识字数量为

269个，小学语文一年级教材里规定

孩子要认的字是 300 个，也就是说，

这一项孩子们基本上都达标了。

通过这份数据我们发现，学前教

育和家庭教育在对孩子早期培养各

方面的比例严重失调，这其实给小学

教育带来了很大麻烦。一是那些字

都认识的小朋友在课堂上的专注力

普遍不高，好奇心不足。有教师告诉

我，“我们宁愿去教那些像一张白纸

般的孩子”。二是完成作业时，孩子

基本上需要家长提醒，产生了依赖

性。三是家长代替孩子整理物品，所

以才会有许多文具、衣帽丢失的现

象。今年，我们专门在一年级开设了

一门课——“让物品回家”，就是在帮

助孩子补上学前缺失的这一课。

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

好奇心和想象力、专注力和内在

的秩序感，这些是一个孩子生命成长

的重要内力。自主、自信、自律，好性

格、好人缘、好品格，这些更是孩子生

命成长的重要动力。内生力、内驱

力、内动力、内定力、内省力和内核力

是我们学校在近 5 年“种子教育”专

注的6个方面。我们认为，这是儿童

一生发展所需要的6种力量，期望能

得到各位家长的支持和配合。一个

孩子有了充足的内力，才会通往未来

的路，才能通往幸福的路。“种子教

育”是关注生命成长的完整人的教

育，它涵盖生活教育、生存教育、生涯

教育三大方面。生活教育方面，今年

一年级小朋友要从学会整理书包开

始，二年级要从学会系红领巾开始，

午餐要从学会光盘行动开始。生存

教育方面，我们在 2015、2016年试开

了两次野外生存体验课，这门课就是

让学生争取离开父母在野外帐篷里

过夜，自己寻找炊具食材，填饱自己

的肚子。在我看来，一定要让孩子在

小学阶段有一次这样的体验。

我们遵循这样的路径，就是要让

每个孩子体验到“做自己”的存在感、

“我能行”的胜任感和“守规则”的幸

福感。有朋友问我，内生动力从哪里

来？其一，它始于童年。儿童不是缩

小版的成人，童年教育的独有价值不

在于为成年做准备，而在于发现自

己、认识自己，生发内生动力。其二，

它始于特质。现在许多家长送孩子

到课外参加各种各样的特长班，“特

长”和“特质”不仅仅是一字之差，每

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都是独

一无二的，每个孩子都有可能成为某

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包括那些学习成

绩堪忧的孩子。其三，它始于心灵。

丰富孩子的内心世界要比装满孩子

的大脑更加重要。如果心的方向出

现了问题，大脑里再多东西都没有用

武之地。

那么，您的孩子有强大的内在驱

动力吗？如果您是这样的父母，经常

说这样的话，如“不听话我就不喜欢

你了”“好好学习，给妈妈考个 100

分”“你把功课做完就好了，别的什么

都不用干”，这样的驱动力就是来自

外界的。这样的孩子一旦没有了父

母的监督，自己往往就不努力了。我

们看到许多大学生就是那样的状态，

这不能不说是基础教育的悲哀。如

果您的孩子愿意变得更好，也愿意做

到更好，我要恭喜你，这样的孩子内

力十足。因为他们很容易接受教师

的正面引导和教育，而不像所谓学前

抢跑的“超级儿童”那样排斥接受一

些新东西。其实，父母对孩子的爱不

是因为他学得多、考得好，而是因为

他是你的孩子。真爱是无条件的。

在这里，我想给家长两点建议。

第一，理性陪伴。理性陪伴，就是

不拿自己的标准和想法苛求孩子，让

孩子以现有能力水平和上升空间量力

而行，在培养孩子技能的同时给他选

择的权利，并让他学习为自己的选择

负责。有家长说孩子爱睡懒觉，早晨

不叫就不起。我告诉她，要想纠正和

改掉孩子这个毛病，直接告诉他：你是

选择让妈妈叫你，然后准点到学校，还

是选择自己起床，想几点到学校就几

点到呢？如果孩子选择的是自然醒，

那么就让他尝一尝迟到的滋味。因为

老师不可能天天原谅你的迟到。

第二，专注成长。许多家长在孩

子小时候就恨不得把他们培养成明

星或学霸。实际上，这在小学阶段未

免有点儿贪心。要知道，揠苗助长、

违背规律是要受惩罚的。专注于种

子的生命成长，就意味着不要用一个

统一、单一的“成功”标准衡量孩子，

也无须以智育上短暂的优势而沾沾

自喜，更不要听到别人家的孩子会了

什么使自己焦虑，而是要让德育、体

育、美育全方位浸入孩子的心灵。同

时，要让孩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体

验失败与成功，这样才能加深孩子对

世界的认识。“失败”这一课如果在小

学错过了，那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家长不可不知的10件事

第一件事，先行学习是个美丽的

陷阱。先行学习是指超出儿童理解

力范围的学习，它的特点是加快速

度，授课时重视结果和反复训练。这

样做短期内或许效果较显著，可是弊

端是留给孩子思考的时间太少，体验

性学习不够。这如同美国学界提出

的概念“提前兴奋”。现在看来，“提

前兴奋”直接导致的就是厌学情绪。

第二件事，一二年级的成绩具有

极大的欺骗性和虚假性。因为孩子

把全部时间都投入课本和作业中去

了，自然就没有时间大量读书，这就

如同丢了西瓜捡芝麻。这样的投入

即便考了高分甚至满分，对孩子的未

来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

鼓励孩子做一个小书虫，鼓励他们读

整本书。

第三件事，小学学习的重点在阅

读。6-12岁是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

黄金期，在这个时间段，孩子们博览群

书，会对未来发展大有益处。如果一

个孩子没有读过好书，甚至没有读过

超过10万字的大部头，而把大量时间

都用在了做作业、上补习班，那么孩子

的天赋和聪明就会被早早“饿死”。

第四件事，请你教会孩子学吃三

样东西。一要会吃饭。光盘行动是

我们的课程，不挑食是家庭的课程，

不要让孩子变成豆芽菜和小胖墩。

二要学会吃苦。现在孩子普遍缺乏

这一条，建议家长能经常与学校配

合，搞一些野外生存体验这样的课

程，让孩子们吃点苦头，对他们的未

来成长没有坏处。三要正确看待孩

子吃亏。小学生在游戏中难免会有

磕磕碰碰，甚至有一些意外事件发

生。这个时候许多年轻的家长很不

理智，单纯从心疼孩子的角度出发想

问题。有句话叫“肯吃亏，有人随”。

“有人随”是一个孩子未来在社会中

能成为领导、领袖的一种独特气质。

不肯吃亏的人，会有人愿意追随吗？

所以，在家长都盲目希望孩子成为未

来社会精英和领袖时，如果不从学习

吃点小亏开始，那何时才是第一课？

第五件事，关于“穷养”和“富

养”。这一直是人们热议的一个话

题。现在许多家庭都步入了小康，物

质生活上的无忧使现在的儿童基本

上都是“富二代”。我最近看到一篇

文章说，不论家庭什么情况，家长都

把孩子当作王孙贵族来养，殊不知富

养的本质不是物质上的满足，而是精

神上的给予和心灵上的丰富。穷养

也不是让孩子吃喝穿戴都寒酸，它的

本质在于磨炼意志。财富的确让人

羡慕，但未必能给人带来尊严。因为

一个人对物质的迷恋程度往往与其

精神境界成反比。

第六件事关于隔代养育。现在

许多年轻的爸爸妈妈把养育的权利

和责任拱手让给了自己的父母和公

婆，这会产生许多问题。关于隔代养

育，需要引起年轻父母的理性思考。

第七件事，不能模糊妈妈与老师

的界限、家庭与学校的界限。老师不

能在学校里做妈妈该做的事，妈妈在

家里也不能总是给孩子当老师，因为

二者的爱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有些

家长甚至辞去工作，放弃自己的事

业，甘心在家里给孩子当老师。一次

上级部门来检查，我们发现孩子的书

包里有许多妈妈给留的试卷，这样的

状态如果持续下去一定会出问题。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不能画等号，二

者各有各的功能。在我看来，家庭教

育应该是个性教育、情感教育、人文

教育、习惯教育，而学校教育应该是

科学教育、规范教育、同一教育。

第八件事，家庭是复印机，孩子

是复印件。在学校，我们不可预测一

些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在我看来，

它们是家校关系的试金石。我们不

止一次看到，家长因为孩子在学校擦

破一块皮、与小伙伴产生矛盾时那暴

怒的样子。每每这时，我们一方面要

加强学校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另一方

面用大量时间给家长做心理疏导。

亲人在面对突发状况时的举动，有时

很难让人相信这样的家庭会培养出

孩子伟大的人格。

第九件事，教育子女看的是父母

的人生格局和人生功底。美国一位大

法官曾在儿子大学毕业典礼上有一段

致辞，叫《我祝福你不幸……》。“在未

来的很多年中，我希望你被不公正地

对待过，我希望你遭受背叛，我祝福你

时常感受到孤独……因为唯有如此，

唯有你感受到世间之不幸，被不公正

地对待过，才能真正懂得公正的价

值；遭受背叛，才能领悟到忠诚的重

要……”他用自己的智慧格局和人生

功底教育自己的孩子，值得钦佩。

我要告诉大家的最后一件事是

“成长”“成人”“成才”“成功”这四个

词的排序：“成长”先于“成人”，“成

人”先于“成才”，“成才”先于“成

功”。三等父母在忙着给孩子当保

姆，二等父母在忙着给孩子当陪练，

而一等父母他们致力于做孩子的人

生榜样。

未来的社会中不可能人人成功、

个个都站在金字塔尖上，但是每一个

孩子在他的人生中都需要幸福，因为

幸福是一种能力，它能为自己换来尊

严，获得信任，制造快乐。最后，让我

用两句话结束今天的课堂：亲爱的家

长，执着地栽培自己是教育孩子的王

道！为人父母，永远是一场心胸与智

慧的远行！

（作者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花园

小学校校长）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没有完美的家长，同时也没有完美的学校和

完美的教师”“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童年教育的独有价值不在于为成年

做准备，而在于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生发内生动力”……在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花园小学校新生家长大学开学第一课上，校长曹永鸣畅谈了自己对家

校共育的看法，其中的理念值得许多班主任做家校沟通时借鉴。

栽培自己是教育的王道栽培自己是教育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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