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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2018年9月5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我和你我和你
创意
班会课

班主任只有不计得失，做纯粹的教育，才能真正成为孩子生命中的贵人。

坚持用非凡的爱做平凡的教育事业，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要做到；坚持做全国教师坚强

的智慧后盾，《中国教师报》也正在努力。

我坚信，《中国教师报·班主任周刊》能成为全国班主任专

业成长的源头活水。

我为《班主任周刊》代言

中职学校的学生，往往因得不到关

注而变得自卑内向，当你用一分真心对

待学生，他们往往会拿十分来还。作为

中职学校的班主任，我将自己的角色定位

为：包容、坚持和陪伴。

教育是包容：容忍学生
“任性”

进入中职学校的第一年，我的教学

屡屡受挫，职业梦想一次次被击碎。

有一个叫小亮的男生，总爱在我的

课上睡觉。每次睡觉后，同学和老师都

叫不醒他，作业不是拖交就是不交。有

一次课是分角色朗读课文，轮到他时却

久久不站起来读，其他学生都在下面小

声犯嘀咕。我走过去轻轻地推了小亮

一把，试着叫醒他。他顿时怒气大发，

甩书本、骂老师，站起来径自走了出

去。我有点不知所措，作为老师，我感

觉自己一点尊严都没有，甚至有点下不

了台。但内心还是提醒自己要保持冷

静，不能跟学生发生正面冲突。我努力

克制自己的情绪，一边关注小亮的去

向，一边继续上课。

下课后，我找他谈了谈。这才得

知，小亮本来就厌学，家里也管不住他，

最近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他的情绪波动

比较大。于是，同学成了小亮的出气

筒，老师有时也免不了。我不断开导

他，在此后的课堂上多关注他，帮助他

渡过难关。后来小亮改变了很多，还顺

利考取了高职院校。去年教师节，他带

着小礼物来看望，我感动不已。

教育是坚持：家访，唤回
学生的求学路

记得我们班转来一位叫小鲁的男

生，有些木讷怪异，不善与人交往。家

访中我了解到：他家共 5 口人，家境不

好，靠卖早点维持生活。他们家是从

外省来浙江打工，租住在城乡接合部

一间破旧的小屋里，一家人生活得很

艰辛。开学后，我就把他作为一对一

重点帮扶对象：找他谈心，把他的座位

调到前三排，还特意安排一位学生引

导他。一个学期下来，他成功适应了

陌生的学校环境和班级同学，成绩也

有了较大提升。

然而，第二学期开学两周后，我接

到了小鲁爸爸的电话，说儿子不来学校

读书了。我顿时心里一惊，急忙询问原

因并劝说。接连几个电话都不见小鲁

来上学，心急如焚的我下班后直奔他

家，才得知小鲁已经到附近一家饭店去

打工了，但具体在哪里家人也不清楚。

暮色中，我和小鲁的爸爸挨家挨户询

问，两个小时下来也没见任何踪影。第

二天，我摸着夜色在小鲁家门口一直守

着。终于，他穿一件单衣从寒风中走

来，疲倦的眼神、孤单的身影让我心里

不禁隐隐作痛。当他一脸惊讶地叫了

一声“老师”，那一刻我的眼泪忍不住掉

了下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劝导，小鲁

终于答应回校读书。现在回想起来，仿

佛那一幕就在昨天。

教育是陪伴：等待学生的
慢成长

现在我带的这个班是数字媒体艺术

专业，高一接手时只有3个人是中考生，其

余32人都是直升生，底子相当薄弱。

经过一年多的引导，学生的进步相

当快。无论是行为习惯、文明礼貌、仪

容仪表还是学习态度、为人品质、理想

信念都有明显改变，他们乐观上进，阳

光活泼，懂得感恩。因此，班级先后获

得校文明班级、杭州市“先进班集体”荣

誉称号。学生们素描和色彩专业水平

相当了得，参加过浙江省和杭州市各类

大赛，都获得过较好的名次。学生改变

了过去那种盲目散漫、消极度日的状

态，对未来有了规划，充满了信心。

而作为班主任，我们要做的就是陪

伴和引导，静待花开。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电子信

息职业学校）

一位中职学校班主任

的育人观
□康九星

杨 征 2017深圳市年度教师、2018南粤优秀教师，就职于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港湾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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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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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好新班级的经营好新班级的““第一次第一次””
□杨文军

“如何上好开学第一课？”广大班

主任的创意可以说是花样百出。经

过充分备课，我们班的开学第一课既

不是“常规”课堂，也没有“恐怖”之

举，我用“轻松”的“送礼物”方式，与

孩子们度过了难忘的第一课。孩子

们说：“这是最受益的一节课。”

课堂在师生互相问候中拉开序

幕，我打开课件先祝孩子们开学快

乐，然后学生交流开学前的准备。

我夸奖他们努力用心后，在课件上

打出了“老师送礼物”5个大字，孩子

们惊喜地欢呼起来。在温馨的氛围

中，我打开了一个个礼包。

第一个礼物——一首歌

“第一个礼物就是老师对大家

最想说的一句话——珍惜时间”，我

在黑板上写下这4个大字。歌曲《珍

惜时间》优美的旋律响起，孩子们从

刚才兴奋地谈论转到静静地聆听：

在每一个早晨醒来 都是新的

一天

像门前的小树一样 都长大了

一点点

我知道昨天不会重来 今天也

只有一天

每件事都要做得最好 这才是

珍惜时间

……

一遍又一遍清脆悦耳的童声，

带给孩子的不仅仅是视听享受，还

有心灵的启迪。几遍之后，孩子们

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

第二个礼物——一段祝福

我从季节谈起，与孩子们一起

回忆有关秋天的好词佳句，如层林

尽染、叠翠流金、天高云淡、大雁南

飞、瓜果飘香、五谷丰登……“空山

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江城如画里，

山晓望晴空”……

大家踊跃回答，从好词、古诗中

感知秋的多彩。我在“珍惜时间”上

方板书“春华秋实”，询问孩子们：

“你想收获累累硕果吗？新学期你

将如何去做？”孩子们畅所欲言之

后，我送上第二个礼物，把简单改编

的龙应台写给儿子的一段话送给全

体学生：

孩子们

我要求你们读书用功

不是因为我要你们跟别人比成绩

而是因为

我希望你们将来会拥有选择的

权利

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

而不是被迫谋生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

你就有成就感

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

不剥夺你的生活

你就有尊严

成就感和尊严

给你快乐

小学生对这段话蕴含的深意可

能一时不好理解，但在持续的诵读

中，懂事的孩子自然会明白老师的

用心。几遍诵读之后，我把文中的

“孩子们”改成一个又一个学生的名

字，“你们”改成“你”。看着孩子的

眼睛，我把这段话送给学生亓东鸣、

景筠涵、樊孟硕……我想，他们一定

会有所触动，小小的心里一定会埋

下梦想的种子。

第三个礼物——一则故事

所有的孩子都爱听故事。第三

个礼物，就送他们一则故事《我为什

么要上学》：

爸爸，我为什么要上学呢？上

学不久的儿子问。

爸爸：儿子，你知道吧？一棵小

树苗长1年的话，只能用来做篱笆或

当柴烧。长 10 年的话可以做檩条。

长 20 年的话用处就大了，可以盖房

子，可以做家具，还可以做玩具……

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的时

候就可以放羊了，可是他除了放羊，

许多事情干不了。如果上6年小学，

毕业了，在农村他可以用新的技术来

种地，在城里可以去打工，当保安，也

可以当个小商贩。如果上9年学，初

中毕业后，他就可以掌握一些机械的

操作技术。如果上12年学……

儿子：哦，这样啊。

爸爸：你觉得放羊、种地、当保

安，丢人不？

儿子：丢人。

爸爸：儿子，不丢人。他们不偷

不抢，凭本事赚钱，一点也不丢人。

不是说不上学或上学少就没用。就

像长1年的小树一样，有用但用处往

往不如大树多，对社会的贡献往往

会少一些。

儿子：我明白了，我要好好读书。

……

故事讲完，我在黑板上又板书

了 4 个大字“好好读书”。我说：“老

师送你们的 3 个礼物，没有金钱，只

有希望和祝福。老师殷切期盼我的

学生勤奋、自信、向上、健康，将来会

上大学，做有意义的工作，过有尊严

的生活。”

开学第一课，我希望学生在与

老师的平等对话中受到启发，怀揣

美好的憧憬踏上童年的梦想之旅。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莱芜市实

验小学）

我给学生的开学礼物我给学生的开学礼物

又到开学季，新生初入新学

校，接触新集体，他们有欣喜、有好

奇、有陌生、有胆怯、有希望。面对

这样的学生和全新的班级，班主任

该如何做？我觉得，需要做好几个

“第一”。

留下第一好印象——营造不

一样的新环境。为了减少学生对

新学校、新教室、新老师、新同学的

陌生感，做好与学生第一次见面工

作，教师首先要从自我形象上做一

番准备，发型标准，衣着合理，让学

生对这位老师充满尊敬。

学生正式进班前，把教室布置

好，黑板上写上欢迎词或一些寄

语，注意教室物品摆放整齐，讲桌、

地面、窗台、前后门、花盆等都要擦

干净。班主任根据名单点名，此前

还可以向学生“推销自己”；边点名

边和孩子握手，自然地说“欢迎

XXX同学能来XX班学习”。通过

给学生发放教材等，再一次识记学

生的名字，做到人名对照，尽量不

要出现张冠李戴。

开好第一个班会——搭建互

相熟悉的平台。班级建立以后，接

着就要开一个班会。这个班会组

织的效果如何，直接影响今后班级

活动的开展状况。

我 采 用 的 主 题 是“ 破 冰 活

动”。班主任要解读好什么是“破

冰”，在一个新集体中，学生要逐个

到讲台前介绍自己，内容包括姓

名、爱好、特长、优点（至少 5 条），

对自己的期盼，对老师的要求。这

个活动要求学生能让大家在最短

的时间记住自己。当学生互相介

绍时，班主任适时点评，通过孩子

所说的话，用幽默诙谐的话语再归

纳一下，让师生在这种环境下彼此

熟悉一些。

做好第一次“陪伴”——生活

上要关心。有些学校的学生需要

住宿。由于部分孩子刚离开父母，

没有住过宿舍，没有体验过集体生

活，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较差，会

产生想家的念头，心情不好甚至会

影响学习、生活的状态。

从报名那天起，班主任根据情

况进入孩子们的宿舍，问一下收拾

好没有、吃饭没有、喝上热水没有，

提醒打水时要注意什么，自己的财

物如何保管，个人卫生和集体卫生

怎么处理……班主任要站在家长

的角度陪伴孩子，让他们尽快适应

新环境。

策划好科任老师第一次见面

会——塑造科任教师最美形象。如

果条件允许的话，每一位老师上课

前，用3分钟时间向学生介绍自己。

因为初中的学习任务要比小

学重，为了让学生从开学就不欠学

习的“账”，第一节课让学生喜欢上

科任老师就很重要。喜欢老师，一

般也就会喜欢上这门课。

科任老师如果在与学生第一

次见面时，只把姓名告诉学生，其

余的不多说。这时，班主任可以给

学生补充介绍一下科任老师的工

作业绩、教学水平、个性长处，这样

效果会更佳。

做好学生第一次心理疏导——

做健康中学生。初一新生在入学后

主要面临3个问题：一是学习方面，

心生抱怨，初中课程多，老师讲课速

度快，不如小学老师细致和耐心；二

是生活方面，学生开始住宿生活，个

别住宿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差，不善于

人际交往，继而引发行为和心理问

题；三是成长方面，稚气和成熟并存，

个别新生一旦不顺心，对家长和同学

大发脾气，甚至厌学。

面对这 3 个集中的问题，作为

班主任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解

决。真诚和真心，孩子们都能够

感受到；耐心和用心，孩子们也都

能看到。通过一段时间的陪伴，

要 帮 学 生 解 决 、疏 导 好 这 些 问

题。第一，要让学生明白，小升初

意味着学业量要增大，要尽快适

应老师的讲课风格和教学习惯；

第二，在生活上要让学生明白自

立的重要性，但又不能抛弃集体

的观念。在开学两个星期内，班

主 任 要 与 个 别 学 生 进 行 及 时 交

流，防止他们因不适应初中生活

“自暴自弃”。

开好第一个家长会——为家

校合作奠基。建设一个充满发展

潜力的班级，离不开家长的密切配

合。在新生报到时，一定要微笑面

对每一位家长，给家长留下一个好

印象，不要高高在上，要积极帮助

家长解答各种问题。

新班组建后，要建立家长微

信群，然后制定群规。开学第一

周要抽时间召开家长会，如果能

邀请校领导参加效果会更好。与

家长沟通，给家长了解班级的机

会，给自己了解家长和孩子的机

会。第一次家长会的主要目的是

互相了解和认识，希望家校联动

让孩子们更好地成长。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想成

为一名合格的班主任，就要提前做

好功课，在新生入学教育中做好

“第一次”，这会给班级建设起事半

功倍的效果。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商都县第

三中学）

□韩立菊

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

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

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

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

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

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

——教育家陶行知

求知欲，好奇心——这是人类

永恒的、不可改变的特性。哪里没

有求知欲，哪里便没有学校。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要尊重儿童，不要急于对他作

出或好或坏的评判。

——法国思想家卢梭

没有人不爱惜他的生命，但很

少有人珍视他的时间。

——文学家梁实秋

哪儿有土，哪儿有水，哪儿就

长着青草。

——美国诗人惠特曼

我的性格就是永不服输,所以总

会微笑着去接受各种各样的挑战。

——日本动画《樱桃小丸子》

作者樱桃子

（崔斌斌 辑）

智者说智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