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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班主任2018年7月18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我和你我和你

□□龚龚 涛涛

2018年，《中国教师报·班主任周刊》孕育而生。它在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心灵与心灵的

交流、生命与生命的对话中，传递对班主任的关爱，关注教育转型时期德育工作的创新，讲

述班主任真实动人的故事……

祝愿《班主任周刊》不断开拓新的生长空间，引领班

主任行进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

我为《班主任周刊》代言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最完备的

教育是学校与家庭的结合，教育的

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教育影响的

一致性。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是相辅

相成、紧密联系的，只有有机结合

在一起，形成教育合力，才能充分

发挥优势，学生才能获得更加优质

的发展环境。对于班主任而言，与

每一位家长形成亲密的合作伙伴

关系，初心都是为了支持学生的成

长和发展。

如何对家长进行引领，使双方

成为站在统一教育战线的合伙人？

首先，班主任要基于对家庭教育的

深刻理解，拥有渴望寻找更多教育

力量的初心；其次，班主任要用对教

育的专业认识和热爱教育、热爱学

生的教育情怀，感召家长的主动参

与；再次，本着“山不过来、我就过

去”的原则，主动邀请家长参与到班

级管理和教育教学活动中。

如何让家长群体成为优质的教

育资源？我们学校的班主任从“课

程开发”的角度充分发挥家庭教育

功能，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实践。

班级家委会有效保障了班级民

主管理的实施和重大活动的策划。

每学期，班级的第一次家校共同体

见面会，一个重要的议程是家委会

成员的竞聘。班主任在班级微信

群上传“家委会自荐表”，动员全体

家长以“支持者、贡献者、服务者”

的 心 态 积 极 参 与 班 级 管 理 和 建

设。班主任根据家长报名情况，安

排进行班级竞选演讲，全体家长举

手表决，竞选者会毫不吝啬地宣讲

成为家委会成员会给班级带来什

么样的教育资源和贡献，以及自己

对班级事务热心参与和贡献力量

的表态。

家委会确立以后，成员成为班

级的“代言人”。举行班级活动时，

时常看到家长搬着桌子、举着凳子、

爬着梯子，为活动布置优美的环

境。你来涂画展板，我来端水拖地，

你来为学生租衣服，我来为学生化

化妆……每次看到这样的镜头，我

都会感慨：一个优秀的班集体是由

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创造出来的。

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家长讲

堂”成为打开学生视野的一扇窗。

在我们学校，每双周周五下午第一

节课是班级开设家长讲堂的时间，

来自各行各业的家长群体有着不同

的职业特点、人生阅历、童年趣事，

这些都成了家长讲堂的主题。有医

生爸爸带来的卫生保健课，有大学

教授带来的手工实验课，有银行经

理带来的理财课，有留学经历的宝

爸萌妈带来的国外见闻课……还有

的班级已经探索了针对男孩、女孩

不同性别的主题教育课，课堂内容

丰富多彩，课堂形式异彩纷呈。

家长讲堂的开设有效地增进了

家校沟通的亲密度，家长走进班级

也感受到了教师的辛苦付出。同

时，他们的身份转变为教师，感受到

了学生积极学习的兴趣，也找到了

付出的成就感。

创意家庭联谊会，让班级所有

家庭成为交流教育经验的互助

组。每一学期，班主任都会发出倡

议，开展涉及所有家庭的联谊会，

所有家长带上孩子一起聚会。每

一次联谊会的组织与策划都由家

长代表负责，约好时间，选好场地，

立好主题，定好流程，安排好各项

物资，提前做好各项筹备工作。这

是班级搭建的家庭情感融合、达成

教育共识的一个交流平台，每次的

联谊会突出仪式感、教育感，每个

家庭在活动过程中快乐参与、收获

幸福。

拓展游戏、聚餐、育儿经验交

流、集体游学、读书分享等都可以成

为家庭联谊会的主题，这种形式有

别于在教室组织的活动，可以更深

层次地增强家长之间的情感系数，

促进学生友谊的形成。家庭与家庭

之间相互影响，结盟为分享家庭教

育经验的互助组，也就形成了有效

的教育影响力。

设置“家长义工团”，使之成为

支持班级建设的有效力量。根据班

级学期计划，需要家长助理时可以

设置“家长义工岗”，岗位的设置根

据班级家长群体的特点而定。“课程

建设组”可以由学生的特长兴趣来

确定家长讲堂的开设，“安全保障

组”可以负责学校、班级大型活动的

组织管理，“心灵关爱组”可以为学

习或情感有困难的学生提供沟通服

务，“品牌推广组”负责班级成果的

发布、编辑《班级报》、管理微信群

等，“后勤服务组”负责班级活动的

物资采购及环境创设，保障班级活

动顺利开展。

家长义工团要进行文化建设，

做到有激励动员、口号行动、评价

引领，需要班主任带着家长共同行

动、共同做事，带着家长成为学习

共同体。

如何让家长成为班级的教育

合伙人？我认为，可以从“课程开

发”的角度创新许多形式。班级和

家长建立合伙人的教育关系，其目

的是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从不同角

度对孩子实施教育，建立一种家校

合伙人的共进互利关系，让班级和

家长资源有效对接，共同完成对孩

子的教育过程，一起助力孩子健康

成长。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艾瑞

德国际学校）

家长是班级的教育合伙人家长是班级的教育合伙人

“老师，跟我到我家摘樱桃，好

吗？”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稚嫩的童

声。这是一个让我悔恨了 20 多年的

童音。

时光的隧道把我带回到 20 多年

前。那天放学，小斌邀我去他家里

摘樱桃，如果我不去，他就不走。尽

管来回要走五里山路，天黑了也害

怕，但盛情难却，我只好答应陪他走

一段路。天真的孩子真以为我要去

他家，一蹦一跳地像只小兔子，在我

前面带路。一会儿在我耳边唱歌，

一 会 儿 又 在 我 面 前 摆 个 POSE（姿

势），还跑进草丛里采朵野花让我戴

上。他的兴奋源于我的陪伴，而我

却 在 寻 找 脱 身 的 理 由 。 走 到 半 道

上，有个老人需要帮忙，我就用这个

借口返回学校，小斌很失望，他呆呆

地站在那里，望着我走了好远好远。

第二天，我刚打开教室门，小斌

就拦住我，变戏法似地从身后提出一

篮樱桃，鲜艳欲滴，仿佛还带着露

珠。他怯怯地说：“老师，送给你尝

尝，奶奶帮我摘的。我帮奶奶喂鸡，

奶奶帮我摘樱桃。奶奶说，低处的

我摘，高处的她帮我。奶奶还说，等

我长大了，就可以摘到更高处的甜

甜的樱桃了。”他怕我婉拒，解释道。

我看着那个特别的篮子，是那

种用酒盒做成的小篮子，六只角微

微翘起，像六只小鸟停歇在六角井

口，六条棱上都有密密麻麻的针脚，

疏密有致，一定是他奶奶精心缝制

的。小斌见我一直盯着篮子，解释

道“篮子是奶奶专门给我做的，说我

人小提不动大的”。

那一针一线都是满满的爱啊！

还有那篮子里红红的樱桃，该是奶

奶起了个大早，一颗颗帮孙子摘下

的 。 我 紧 紧 地 抱 住 小 斌 ，好 久 好

久。想起昨晚拒绝他时的失望，再

看眼前这满满的信任，我真后悔昨

天的食言。陆陆续续地从门口进来

了好几个孩子，看到小斌送来的樱

桃，羡慕的眼中放射着光芒。

如今的小斌已经当爸爸了，他

经常给我留言，还时常发一些可爱

的表情。我也常常回味那段青春岁

月：孩子们时不时跑到我房中找我

唱歌跳舞，困了就趴在我的沙发上

睡觉，那姿势憨态可掬；渴了就拿着

我的茶杯往嘴巴里咕噜一口。那个

年代，对于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与

孩子们一起游戏，一起分享快乐，感

觉光阴似箭。

转眼又快到“红了樱桃，绿了芭

蕉”的时节，一个陌生电话打断了我

的思绪。“老师，你的快递”。就在拆

开包裹的一瞬间，我惊呆了，满满的

一篮子樱桃。还是那种纸篮子，还

是那熟悉的红色，不同的是，樱桃是

新品种——车厘子。我正在诧异的

时候，收到了小斌的短信：老师，生

日快乐，收到礼物没有？

我拿起电话回拨，小斌笑着说

道：“我知道您一定会打电话问的，

这樱桃是我们基地的，我现在申请

了有机食品认证，您收到的是有机

农产品，放心吃吧，是我亲自摘的。”

我眼睛湿润了。

“我回老家经过校园时，想起了

您，想在您生日时送上一个惊喜。”

他笑嘻嘻地解释道。我一再致谢，

感谢这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我记得小时候同学们都争着

抢 着 接 你 去 家 玩 。 那 次 你 没 来 我

家，我难过了好久。奶奶劝我不要

放在心上，我跟奶奶说，等将来我们

家栽许许多多樱桃树的时候，再请

老师来家玩个够。”听着他的解释，

我的眼泪止不住了。过了 20 多年，

孩 子 还 记 得 当 初 的 承 诺 。 樱 桃 红

了，岁月老了，村庄换新颜，校园也

变靓了。但孩子们的那份爱，就像

成熟的樱桃一样永远鲜红醉人。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南漳县板桥

镇初级中学）

又是一年樱桃红
□张 玲

良好的班级文化建设对班级的

凝聚力和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都有

重要影响。班主任应该充分认识

到，在班集体中要利用各种有效资

源创设班级文化，充分发挥班级文

化的育人功能。我们高二（8）班始

终贯彻着“环境育人”的理念。那

么，究竟如何布置教室环境，从而达

到育人的目的呢？

让黑板会“说话”是我们正在努

力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学校每个班

级都配备了3面黑板，即教室前面的

讲台黑板，后面的板报黑板和侧面

的演算黑板。为了能够充分利用侧

面黑板，让孩子们每天能够在黑板

面前驻足，我们班的学生在上面专

门开辟了“班级荣誉栏”，展出由学

生投票选出的具有示范作用的优秀

作业和整个班级在各种活动中获得

的奖状。

这种做法一方面提升了“被展

出作业”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让

其他学生有努力的方向和学习的榜

样，整个班级的学习氛围瞬间增强

了。同时，学生看到班级获得的荣

誉在不断增多，也会增强集体荣誉

感、班级凝聚力和向心力。

为了能够让学生不断提高目

标，培养他们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在

教室的侧面黑板处，我们还特意开

辟了学年目标区域——“目标墙”，

请学生在学年之初写下自己在未来

一年的目标和希望，然后互相参观

学习。个人目标就是他们的诺言，

在未来一年的学习与生活中，他们

都要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同时也

要提醒和监督其他学生是否在朝那

个方向努力。在这一学年里，学生

时常聚集在侧面黑板前，讨论自己

和别人的目标是不是完成了，还有

哪些地方需要继续努力。目标墙的

设立，既让每个学生有一种责任感，

时刻牢记自己的目标，又让学生之

间能够相互借鉴、相互激励，从而营

造出坦诚、轻松的班级交流氛围。

黑板报是每个班级文化建设的

重点之一，好的黑板报对良好班风的

形成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开学之

初，我在班里征求学生的意见，请全体

学生献计献策，共同设计黑板报。

经过两次班会课讨论，全班学

生达成一致意见——把任课教师的

卡通形象展示在黑板报上。学生表

示：“每天老师都不辞辛苦地为我们

授课，为了表达对老师的尊敬与喜

爱，希望能够在后面黑板上画下你

们的形象。”考虑到学生强烈的表现

欲和感恩心，我同意了他们的主意。

于是，不到一周时间，几位任课

教师的卡通形象就出现在了黑板报

上。同时，孩子们还为每个老师想

了一个昵称，写在画像下面，以表示

对老师的喜爱。教师的卡通形象既

温馨又活泼，当几个任课教师看到

自己的卡通形象时，都露出了幸福

的笑脸。我想，他们是真切地感受

到了学生对自己工作的认可与尊

重。这种和谐的班级氛围，提升了

整个班级的凝聚力。

曾经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对我的

启发很大，有一个外国商品的促销

很成功，但老板并没有花费巨资，而

是利用了桌子文化。人们在吃饭时

自然会看到张贴在桌上的商品信

息，从而达到宣传的目的。

我想，班级文化建设也可以使

用这种方式，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

获得教育。

于是，我细心观察教室中哪里

有班级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段时间

后，我发现教室灯的开关是一个很

好的选择：一方面，每个学生进入教

室后都会看到它；另一方面，我们班

的灯经常是有人开、没人关。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我组织班

委在灯的开关上设计了小贴纸，分

别写上“前面”“讲台”“中间”“侧

面”，表明每一个开关对应的灯的

位置。而且，我向全班学生说明：

以前大家分不清开关的功能，所以

有时会忘记关灯。现在有了小贴

纸的提醒，相信大家能够把这件事

情做好。果然，自从贴了这些小贴

纸后，没有人在教室时，总有学生

自觉关灯。

教室虽小，可它处处有宝，关键

要看我们如何利用。如果我们能让

各种物化的东西都体现班级的文化

特性，都会“说话”，都给学生一种浓

郁的文化氛围和催人奋发向上的感

觉。那么，班级文化也就如一位沉

默而有风范的教师一样，起着无声

胜有声的教育作用。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郑艳红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教师、上海市第三期中小学班主任带头人郑艳红工作室主持人、上海市优秀班主任

班级
名片

班级层面的教育合力是同频共振的生命交响曲。班级和家庭应携手共进，为

孩子的自然生长创造有温度、有故事的教育磁场。

教室会教室会““说话说话””
□李 昆

征 稿

【班改解码】班改如何促进和支

持课改，班改有哪些生动的创新经

验？让我们一起挖掘基层学校出现

的深度班改经验。2000字左右。

【班级名片】每个班级都有自己

的文化，老师，你所带的班级有什么

小组文化，又有什么特色制度，开展

了哪些独特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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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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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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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