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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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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录演讲录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今天的讲座从一段话开始。这

段话是我在班主任工作最迷茫的时候

看到的，一直鼓励我走到现在：

人活着不是为了痛苦，追求幸福

是我们永恒的目标，作为教师，培养出

幸福的学生是教育的最高追求。所

以，首先我们必须是一个幸福的教师，

我们才能创建幸福的班级，才能培养

出幸福的学生。

我们都希望自己是幸福的，学生

是幸福的，教育是幸福的。但是，这种

幸福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教师和学

生共同创造的。在这个过程中，教师

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身为教

师的我们，身为班主任的我们，不是等

着享受幸福，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努

力创造幸福。因此，我今天和大家交

流的主题就是——“做一名幸福教育

的播种者”。

一个有趣的试验

中央电视台曾推出一个策划叫

“你幸福吗”，记者在各地采访群众是

否幸福时，得到了“我姓曾”等“神回

答”，引发了广泛讨论。我想，如果央

视记者面对的群体是教师甚至班主

任，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呢？带着这样

的疑问，我试着在一个班主任聚集的

QQ群里抛出了这一问题：“做班主任，

您幸福吗？”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班

主任热情高涨，积极回应，也出现了不

少“神回答”，比如“起得比鸡早，睡得

比 狗 迟 ，干 得 比 驴 累 ，吃 的 比 猪

糟”……

类似自嘲似的顺口溜，形象、感性

地表达了当下班主任的劳累和无奈。

上了年纪的教师感叹道：当年被誉为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如今是真“光

灰”（只有粉笔灰）了。我们教师的职

业幸福感普遍下降。

紧接着，我抛出了第二个问题：教

师越来越不幸福的原因是什么？得到

的是一阵吐槽似的回复：

“太累了！”

“心也累，身也累。特别是领导、

家长都只关心分数！”

“现在的班主任工作有许多偏离

了教书育人的主线，大量烦琐的事务

性工作占据了很多时间！”

……

难道做班主任真的一点幸福感都

没有吗？出于好奇，我换了一个班主

任 QQ 群，抛出了另一个问题：“我觉

得做班主任真的很幸福，你们说呢？”

一阵沉默过后，老师们纷纷说出了自

己的经历与感受：

“是的，每次生病的时候，孩子们

会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关心，那时

真的很幸福。”

“班主任是最能被孩子所记住的，

每年过节都能收到他们的祝福。”

“班主任的幸福就在于付出后能

看到学生的不断成长！”

……

难道这个 QQ 群教师的职业素养

比前面一个更高吗？我又进入两个班

主任 QQ 群做了对比试验，仍然是那

两个一正一反的问题，得到的结果与

前面的惊人相似。提到不幸福的，回

应的就满是不幸福；提到幸福的，回应

的就满是幸福。接着，我在谈幸福的

两个 QQ 群里追问道：“做班主任累

吗？”与预料的一样，老师们又大谈班

主任累的诸多方面，内容与第一次就

谈到累的 QQ 群里老师的回应差不

多。不同的是，没有一位老师说自己

已经对班主任工作失去了兴趣。于

是，我又问道：“以班主任的累换取班

主任的幸福，值吗？”两个群里老师的

回答如出一辙：

“把教育当事业去做你就不累了。”

“陶醉爱心奉献的幸福，体味健康

成长的快乐。”

“可是，我们不让自己幸福，我们

会更累！”

……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在此我

们不去深究，但这个有趣的对比试验

却证明了心理学上一个重要的观点：

幸福感可以在自我创建中得以提升。

我的做法就是通过开展各种活

动，“幸福”教师，“幸福”学生，在班级

里创造一个幸福的磁场，师生共同过

上幸福的教育生活。

抓住契机，“幸福”教师

教育要满足谁的需要？当然是满

足学生的需要、教师的需要、家长的需

要。有的班主任会说：学生的需要就是

玩，家长的需要就是什么事情都推给老

师，教师的需要就是学生不顽皮。

是的，这些都是各自的需要，但这

些需要带有一丝消极。其实，我们都

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就是过一种幸福的

教育生活——学生愉快地接受教育，家

长放心地把孩子送到学校，教师轻松地

工作。有的班主任会说了，这谁不想

啊？我想说的是，我们不仅要想，还要

创造。

每一届新班级，我都会先让科任

教师“幸福”一下。2012 级新生入学

时，学校布置了一项常规任务：班主任

在与全体学生第一次正式见面时要将

本班科任老师隆重推出，特别要着重

介绍各位老师的教学特色和曾经取得

的成绩。

但现在的高中学生活力四射、个

性张扬，他们从不迷信权威，更不会轻

易被征服。在师生平等的教育大背景

下，如何让学生接受科任老师的特色，

并建立起和谐健康的师生关系呢？靠

班主任单方面的说教和灌输显然已经

过时，我思考了一个晚上，想了一招

“连环计”。

第一计：按兵不动，故布疑阵。

开学第一天的入学教育，我重在讲述学

校的一些基本情况，对高中三年的大致

情况作必要的讲解。谈到科任老师时，

我就轻描淡写，只介绍了几位老师的名

字和所教的学科，其他情况只字未提。

结果学生却按捺不住好奇，怯怯地问：

“我们的科任老师厉害吗？”

我当时心里就暗笑：90 后的孩子

就是怪，给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装作满

不在乎，不给他们说的时候，他们偏要

问。我笑着说道：“我们班的老师，那

是一个比一个有特色，都厉害着呢！”

学生马上追问：“那怎么个厉害法？”我

神秘一笑，对他们说：“这个啊，只要一

上课你们就知道了。但多少还得有一

些观察能力才行，你们可以比一比，看

谁先观察出各位老师的特色，下周的

班会课上我们集体讨论？”比我预想的

还要好，所有学生一下子就来劲儿

了。这一计，也可以叫欲擒故纵。

第二计：引蛇出洞，以逸待劳。

一周后的班会课上，我先发出了一个

倡议——征集科任老师的口头禅，以

能体现该科教师的特色为标准。学生

以小队为单位展开讨论，上交讨论稿，

再集体分享。这个时候，我才感慨原

来小队的凝聚力这么强，10 秒钟不到

各小队就聚集在了一起，而且讨论得

热火朝天。这也启发我，若要让孩子

们乐意讨论，就需要设计符合他们口

味的话题，这对我后来的课堂教学启

发也很大。我正在自我陶醉的时候，

班长走过来作出请我出去的手势，说：

“我们的科任老师也包括您，还是请您

暂时回避吧，您站在这里，很影响我们

的发挥。”我想，以现在这个场面，确实

不需要我的存在，于是就有点怏怏地

回办公室了。不过我的心里很是得

意，因为第二计撒网成功。

第三计：树上开花，添油加醋。

不一会儿，班长一行拿着分享结果找

到我。看着学生的总结，我对他们的

观察能力与概括能力真是惊叹。几位

老师的形象被一句精彩的口头禅描述

得栩栩如生。我摘录如下：

语文鲁老师平时性格温和，气质

高雅，课堂投射着儒雅之气，口头禅

“动笔就不会睡觉”！

数学张老师因聪明“绝顶”，形象

酷似著名球星齐达内，人称“达哥”，风

趣幽默，口头禅“秒杀”！

英语李老师时常表情严肃，对学生

要求非常严格，口头禅“那就太无聊啦”！

物理杨老师初次相识感觉凶神恶

煞，实质善良可爱，不时冷幽默，口头

禅“我们要减负”！

化学梁老师一个“懒”字了得，而

且功力深厚，不到出手时绝不出手，口

头禅“把门关上”！

我一边看着一边得意，但还需要提

高一个档次，于是要求学生以各位老师

的口头禅为中心展开讨论：各位老师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口头禅？具体从以下

两个方面思考：一是他们在什么情况下

会说这样的话，二是这些口头禅的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教育意义。

又是一轮热议，最后经过各小队

讨论、班委加工，各位老师的口头禅被

整理成“五大论”——鲁老师的“动笔

论”、张老师的“秒杀论”、李老师的“无

聊论”、杨老师的“减负论”、梁老师的

“关门论”。孩子们还对各“论”的要义

进行了归纳。

将口头禅升华成理论，而且是由学

生自己讨论得出，其过程本身就具有教

育意义。这不仅能帮助孩子们体会科

任老师的良苦用心，增进师生情感交

流，还能在老师们的口头禅理论中找到

各学科的学习方法，养成学习品质。

更重要的是，如此大费周章地将

老师们的口头禅上升为具有教育意义

的理论，再由学生反馈给各科任老师，

有几位老师不受用呢？所以，接下来

我就让孩子们考虑如何把这些正能量

传递给每一位老师。孩子们不仅悟性

高，而且心灵手巧，抓拍了每位老师讲

课或给学生答疑的照片，制作成贺卡，

写上各自的“特色论”，在教师节那天

隆重地送给了科任老师，幸福的能量

在师生之间和谐传递。我们还开展了

“给教师颁奖”“教师节晚会”“师生自

助餐”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增强教师的

幸福感。

搭建平台，“幸福”学生

当然，我们不仅要“幸福”教师，还

要“幸福”学生。

通过为学生搭建个性化发展平

台，打造无恐惧感教室是我开展班主

任工作的一大秘诀。什么是无恐惧感

教室呢？我们先看一则真实的案例：

一所中学体育器材室连续被盗，

但小偷专偷铅球。学校猜测是毕业生

所为。真相出来后令人目瞪口呆，原

来是在校学生伙同社会青年做的。起

因很简单，该学生比较调皮，班主任

开始还有耐心，时间长了厌烦后就开

始动用惩罚措施。违反一次纪律，就

到操场掷铅球 100 次，把学生累得无

力“吐槽”，于是就出现了学校丢铅球

的事。

班主任为什么要体罚学生？其实

这是“恐惧感”的转移。教师在面对学

生不断出问题时手足无措，产生了强烈

的焦虑甚至“恐惧”。于是，就将自己的

“恐惧”通过各种形式转嫁给学生，以获

得自己消极心理力量的暂时性释放。

学生呢？通过被体罚也感受了来自班

主任的恐惧感，这样的影响具有极强的

传染性。案例中的学生是怎么回应的

呢？他从班主任那里学会了“恐惧”转

嫁——偷走铅球。其实，许多教室里会

被这种恐惧感所笼罩。

我们再看另一则案例：

学生小王受过学校处分，是一个被

认为“教育不了的学生”。学校把他调

到我们班，我当时捏了一把汗，因为我

们班是市级优秀班集体，我有点怕影响

其他学生。校长轻描淡写地说：“主要

想靠你们班的氛围影响他，再说你肯定

会有招的。”两周后，小王脸上的笑容比

以前多了，与同学渐渐有了交流，更可

喜的是他没有违纪行为，反而有明显的

上进表现。后来他说：“这个班老师好，

同学好，没有人歧视我，还很热情地帮

助我。看到大家都守纪律，我也不敢捣

乱了。我很喜欢这个班，想好好学习。”

这个案例给了我们与前面案例截

然不同的感受。由此可见，给学生心理

安全、没有恐惧的教室是多么重要。根

据我的经验，给学生搭建个性化发展平

台是消除恐惧的一种方法。

如何搭建学生个性化发展平台？

我根据学生的特长和个性，与学生商

量后主要做两件事情——建特色部

室，给予个性化指导。

建特色部室。一次，班长悄悄告

诉我，A同学最近迷上了网络小说不能

自拔。我和 A 私下畅谈了一次，鼓励

他克服诱惑，并找了一名同寝室同学

监督。不久后 A 不再迷恋网络小说，

成绩稳中有升。这件事对我的启发很

大，学生每天都生活在一起，相互非常

了解，很清楚问题的根源。出现问题

的学生有时也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但因为种种原因不敢表露心声。

我和班委经过商议，“岗哥有约”

工作室正式成立，工作室设置两名“主

任”。学生感觉有问题时提出申请，工

作室主任登记，并试着解决部分问题，

若不能解决，则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

为班主任安排会面时间。工作室主任

同时观察学生动向，拟定“急诊人员”

名单，对紧急性问题通知班主任及时

解决。在“岗哥有约”工作室的协助

下，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预约单（见左

下表），学生通过工作室的渠道，也不

再畏惧找我谈话。学生主动寻求解决

自身问题的意识得到加强，我也能通

过工作室及时了解并帮助学生。工作

室主任在工作中尝试帮助同学解决问

题，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除此之外，我和学生还组建了“致

远班”智囊团，定期开展全班不记名

投票、调查工作，反馈民声，提交合理

化方案；“致远”科技部制作班级博

客、电子相册、《致远报》电子版等；

《致远报》编辑部及时发布班级新闻，

刊登各类专刊；学生教研组引领全班

同学开展自主学习；雷星雨剧组拍摄

校园心理剧，丰富校园生活，全面展

现自我……

就这样，通过设置特色部室，几乎

全班学生都被收编其中。这些部室成

为班级良好发展的催化剂。更为重要

的是，这些工作学生完成得相当好，他

们从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和价值，体

验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师生的心灵

都在彼此关照中成长。

个性化指导。班级工作绝不能搞

“一刀切”，部室工作仍然是基于班级

的发展，大部分孩子可以在这样的环

境下成长，但极少数孩子仍需要更为

具体的指导。这个时候，班主任除了

解决那些主动找上门的，还需要有一

双发现的眼睛。

学生小天无论回答问题还是朗读

课文都会结巴，接着全班同学就会哄堂

大笑，这时他会更加结巴。私下聊天时

他表现得并没有这么严重。细致观察

后我发现：他的思维太敏捷，说话的能

力跟不上思维的能力，总想一口气把要

表达的话全吐出来，结果欲速则不达。

一天，我上课时故意请他回答问

题。刚叫他的名字，几个调皮的学生

就开始露出坏坏的笑。不负众“望”，

小天一起立就开始结巴，其他学生也

笑了。我示意大家安静，面带微笑对

小天说：“小天，我发现你的想法非常

好，你的回答是正确的，但你知道同学

们为什么会笑吗？”“他们笑我结巴！”

“那你想改变这样的局面吗？”“想啊，

可我就是改不掉。”“我有一个办法或

许可以，每次说话前，在心里默数 3 秒

钟。不信，你可以马上试试。”

看着我坚定的眼神，小天在心里

默数了三下后流利地将问题又回答了

一次。话音刚落，他自己露出了惊喜

的神情，接着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我借机说：“其实成功一直就在我们

身边，有时候只需要 3 秒钟。祝贺你，

小天。”

从此，小天依照我教的方法慢慢

克服了说话结巴的毛病。那 3 秒钟

其实是给他的思维设置了一个缓冲

带，让他的思维能力与说话能力得以

协调。

看到学生的成长，班主任是不是

有一种特殊的满足感与自豪感？是

的，班主任幸福的教育生活便来自于

和学生的相伴成长中，来自于师生共

同创建的生活中。班主任，就应该成

为幸福教育的播种者和耕耘者。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做幸福教育的播种者做幸福教育的播种者
□ 梁 岗

“岗哥有约”预约单
生活对于每一个充满梦想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在奋

斗的过程中，有成功、有失败、有喜悦、有悲伤……然而，家却总是温馨

的——这就是让你停靠、为你加油的“岗哥有约”。当你感到紧张、焦

虑、忧郁、孤独、无聊、苦恼时，不妨约一约“岗哥”。

请预先告诉我们以下相关信息，这样我们可以更方便地交流：

1.我想与岗哥谈一谈，请为我安排一个时间。我的问题是（在符

合情况的选项前打“√”）：

□成长 □健康 □情感 □学习 □家庭

□人际关系 □违反校纪 □其他（请注明）：

2.我方便的时间是：

（1）

（2）

（3）

3.相约方式：

□面谈 □网聊 □书信 □其他：

4.相约地点

□C4办公室 □德育处办公室

□心理咨询中心 □其他：

2012级23班 姓名（可化名）： 年 月 日

“岗哥有约”回执

回执： （姓名）

我们约定的时间和地点：

1. 2. 3.

备注：

年 月 日

“岗哥有约”办公室

心理学上有一个观点：幸福感可以在自我创建中自我提升。
身为班主任的你，是在等着享受幸福教育，还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努
力创造幸福？本期，知名班主任梁岗通过自己的真实经历，阐述了
如何让自己的教育生活更加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