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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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4000

字左右。

【大家立场】有着丰富经验的

您，对班级建设和班主任成长最近

有哪些深度思考？该栏目给您提供

表达观点的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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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级名片】每个班级都有自己

的文化，老师，你所带的班级班名是

什么？有什么班级公约？又有什么

小组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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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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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改解码班改解码

班级文化四问班级文化四问

一个班级最重要的是什么？有

学生回答：“一个班级的精神最重要，

那是一个班级的灵魂所在。”一个班

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班级

精神看不见、摸不着，又该怎样培

养呢？

教室布置。几乎每一个班级都

有自己的布置，但大多数比较空洞。

怎么布置？问计学生是一个比较好

的办法。我们班的目标是让学生走

进教室感觉耳目一新，凸显班级文

化，加强班级凝聚力。比如，在中考

临近时，教室墙面上出现了入室即

静、落座即学等励志标语；在营造阅

读氛围时，墙面上有阅读照亮人生等

文字，甚至把董卿的朗读者画都贴了

出来；在组织运动会时，墙面上有为

运动员加油呐喊的大头画。班级荣

誉墙的设置也很重要，将表现好的学

生的照片贴到墙上，能起到很大的激

励作用。所以，教室可以按照班级的

阶段性目标进行布置，时时更新，也

能起到陶冶和教育的作用。

班级问题交流板。在景弘中学，

每间教室外面都有一块很大的黑

板。在课堂上，学生很难解决所有的

问题，问题交流板应运而生。学生可

以把自己不懂的问题贴到黑板上，同

伴之间可以交流解决。科任教师也

能看到学生的问题，可以及时进行指

导。同时，这块黑板还是班级所有学

科问题的反馈板，每一天每一节课由

学科课代表进行书写：课堂上哪些学

生进行了展示交流，哪些学生认真做

了笔记，哪些学生开小差，课代表将

本节课的学情真实地写到黑板上。

这样，班主任、科任教师不进教室就

能了解学生的表现，为学情调查提供

第一手资料。甚至还可以拍照发到

家长群，让学生的过程管理最大化，

家长和学校一起见证孩子的成长

过程。

学业激励卡。在我所带的班级，

学生自己制定了评价细则，其中就包

括学业激励卡，大大改变了以往的奖

励形式。

我是_____我的期中目标是_____

并且我要超过_____如果达成了我设

定的目标，我将请_____为我颁奖，在

颁奖时我希望听到_____歌曲激励自

己，我的心愿礼物是_____。

学生在请谁颁奖时，经常写自己

的好朋友。当然，有时候也请我这个

班主任颁奖，颁奖时，那种作为教师

的荣誉感，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能感

受到。还有学生请自己的父母，当父

母来校时，我们经常能看到他们感动

的泪水。心愿礼物有免一次惩罚、免

一次周末作业、给爸爸妈妈报喜、送

一本书等，可谓百花齐放。

学业激励卡的设置，虽然有我为

学生准备各种礼物时的“痛苦”，但收

获更多的是幸福。

班级功过簿。在我所带的班级，

有这样两个本子。一个本子是班级

的功劳簿，上面记录着孩子们奋斗的

硕果，有班级获得年级颁发的荣誉证

书，有班级获得学校心理剧第一名，

有学生在朗读比赛中获得名次，有学

生在每次学期测评达成的目标……

还有一个就是班级记过簿，上面

记录着孩子们成长的点滴，有涉及出

勤方面的，有涉及学习方面的，也有

涉及违反班规、调皮捣蛋方面的。其

中记录着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以

及事后的反思。

功过簿是班级档案的重要组成

部分，所有孩子都想在功劳簿上记录

自己的精彩。

班级微信公众平台。班级积极、

健康、向上的精神应该大力宣扬，强化

影响力和凝聚力。为此，我所带的班

级专门开通了班级微信公众平台。编

辑、插画、文章全由学生负责，文章的

作者仅限于班级学生和家长。记得上

次年级举行社会实践活动，采编组向

班上许多学生约稿。孩子们一听是要

发到班级公众平台上，比写考场作文

还认真。家长看到自己孩子的文章在

班级公众平台上发表，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这样的方式让学生特别有

幸福感，班级凝聚力也得到了提升。

通过这样的活动，家校之间也建立了

良好的交流和沟通。

班级夕会反思。夕会反思是景

弘中学班级管理的一大亮点。每天下

午放学，学生一般在值日班长的组织

下，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反思。反思的

内容涉及班级的早读、课堂、午休等，

有表扬，有问题的呈现，有问题的整

改。最后，每个小组还要进行全班大

展示，再由值日班长对班级现状进行

反思。反思是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

班级的制度、班级的精神、班级的凝聚

力，都能在反思的过程中得到落地。

班主任的工作经历和经验告诉

我，班级文化是纲，班主任抓住班级

文化建设这条主线，才能提纲挈领，

班级各项工作才能纲举目张。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株洲市景弘中学）

班级精神如何形成

一个团队如果没有制度，我们

只能称其为团伙。景弘中学的办学

宗旨就是办一所学生自己的学校。

对于班级，我们也提出办学生自己

的班级，所有班级的制度都由学生

自己制定。

制定什么样的制度？如何执行

制度？怎样保证制度得以落实？这

些问题应该由学生自己说了算。但

是不要忘记，班级的奋斗目标也应该

在制度上有所体现。我所带的 1602

班，就利用两节课的时间专门制定班

级制度。学生从班级目标、班干部人

员设置、班干部职责划分等维度，先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然后利用全

班大展示的方式，让每个小组都进行

展示讨论。

这样做的好处，一是细则都是

学生想出来的，众人拾柴火焰高，设

置哪些岗位，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

担任，职责是什么，都十分清楚；二

是班级制度细则是学生定的，也是

用来服务和规范学生的，执行起来

自觉性就会大大提高。在讨论制度

细则过程中，班级成员会对制度制

定的目的、作用、内容、执行等，有更

清楚的认识和更全面的理解。而

且，班级每个学生都是平等的一员，

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意见，这

样也体现了公平性。

班级制度一般在开学第一个月

开始制定，往后逐渐完善，一般在学

期中的时候形成定稿。在定稿颁布

之 前 ，要 向 班 级 每 个 成 员 征 求 意

见。在班级细则颁布当天，班级会

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像通过宪法

一样通过班级制度，同时还会邀请

全班学生的家长参加。这样做的目

的，一是学生看到有家长在，对表决

有紧张感和仪式感，不会觉得这只

是一种形式，这样制度才能真正有

约束力；二是让学生觉得这件事很

重要，让每个学生记住这样一个时

刻；三是让家长见证孩子的成长，见

证孩子成为班级的主人。

当然，如果班级制度没有落实，

制定得再规范也是一纸空文。所以，

班主任要与学生一起做好监督工作，

要把制度的执行权交给班干部、交给

学生。学会放手是班主任促进班干

部成长的重要环节。班主任要定期

召开组长、班委会会议，我们班通常

是每周一次，内容有问题反馈，有整

改措施，有班级事务总结，有学生工

作方法培训。

制度如何真正“有用”

在景弘中学，军训期间我们见

过这样的班级：所有的队列活动都

由小组长在教官的指导下组织完

成，而且非常标准；班级一件件事务

都由临时组建的学习小组承担；有

的班级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能自

行运转……

这样的班级文化究竟是如何形

成的？作为班主任，该如何进行小组

文化建设？

其实，小组文化分为两种：显性

文化和隐性文化。

显性文化。学习小组的主要构

成要素有小组长、组名、口号、组牌。

小组长：要求有胆有谋，性格开

朗，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对一个小组

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小组长一般

由学生自荐或小组推举产生。

组名：在高效课堂中，我们不再

以简单的阿拉伯数字代替组名，因为

一个团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代号。

一般只要符合以下两点即可：一是必

须以学堂名人撰写的书籍中的语句

为内容；二是内容要积极向上、朗朗

上口，符合小组的目标精神。例如：

扬帆起航、激扬文字、横扫千军、百舸

争流等。

口号：像电视剧《亮剑》一样，要时

刻敢于亮剑。小组的一句口号，代表

的是全组的精神。它不是简单的一句

歌词或名言，应该是学习小组这个团

队的精神符号。

组牌：将小组的组长、组名、口

号、组内分工细则写在组牌上，将小

组的要素呈现在一张卡片上，它是小

组文化的显性呈现。

隐性文化。隐性文化，即小组的

精神文化。

小组长是小组的灵魂人物。小

组组建以后，先要明确小组长的职责

和精神，接着要建设小组的精神文

化。班主任要善于调动小组长的积

极性，要学会慢慢放手，尽量让班级

的大小事务以小组为单位，让小组长

带领组员完成，譬如新学期领书、领

军训服装和校服、打扫卫生等。在完

成的过程中，班主任要适时观察，及

时鼓励，偶尔出手帮助，学会托起小

组长，让他们感受到班主任是坚强的

后盾。当然，小组长能做到的，班主

任一定不要随便插手，这样才能起到

培养的目的。

如 何 具 体 建 设 小 组 的 精 神 文

化？如何让小组做到健康向上、良性

竞争？可以通过活动来锻炼。如小

组拔河比赛，小组合力夺宝，小组辩

论赛，小组课堂展示比赛，小组承担

班级的文艺会演等。如何让学生的

学习动力能够持续下去？我采取“三

级会谈”的方式。教师先找小组长

谈，小组长找组内微小组组长谈，微

小组组长再找组员谈，3 次谈话不变

的主题是“目标”“收获”“美好的前

景”。只有以小组为单位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把组员的内驱力激发出

来，小组方能“活”起来，方能实现锻

炼团队的目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班主任应该

思考的是怎样给小组搭建平台，怎样

给学生搭建平台。美国教育家杜威

认为，教育中永远成功的方法就是，

给每一个学生一些事情去做，而不是

给他们一些事情去学。只有平台搭

建起来，组员们动起来，小组的文化

才能慢慢建立起来。

如何建设班级小组文化

在湖南省株洲市景弘中学，最有

特色的就是班级学堂文化建设。全校

58个班，每个班级根据学生的需求，可

以选择某一位名人的名字作为班名，

并且根据名人生平事迹、伟大精神进

行班级文化建设。我所带的班级以毛

泽东的字“润之”作为班名。确定班名

之前，首先在学生中进行前期调查，然

后选择几个候选名，最后学生通过投

票确定班名。

在班名的选择上，班主任一定不

要“横加干涉”。班主任可以适当引

导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名人，这对学

堂文化建设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选好班名“润之班”，就要对名人进行

初步学习、解读。首先，让学生每人

准备《毛泽东诗词》《毛泽东文集》等

资料，用两周时间进行学习，初步了

解名人。然后，利用一节课的时间，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名人作品的

相关内容，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组

名、组训的创作。这要求每个小组能

解释组名和组训的意义是什么，选择

的理由是什么。最后，进行全班大展

示。这样，学堂文化建设的初步目标

就达成了。

当然，学堂文化建设不是一蹴而

就的，这需要班主任有意识地在各方

面进行思考。譬如，毛泽东到了81岁

时仍坚持游泳健身，这激励学生要进

行体育锻炼，所以学生在体育课上都

非常认真；班级举行朗读者活动，学

生朗读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领

略伟人那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的豪迈；学校举行学堂文化展，班级

特别选择了毛泽东那种不畏艰难、勇

往直前的精神进行文艺创作。通过

了解名人经历、吟诵作品、观看视频

等，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班级

学堂文化也能逐渐形成。

建设什么样的班级文化

□ 向元武

班级文化是隐形的课程资源班级文化是隐形的课程资源。。课改大背景下的班级课改大背景下的班级，，如何进行班级如何进行班级
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如何以优秀的班级文化凝聚人心如何以优秀的班级文化凝聚人心、、引导成长引导成长、、助力课堂改革助力课堂改革？？

长在教室
□ 陈 琳

二年级时，由于班级事务多，学

生年龄也小，我常常在办公室和教

室之间奔忙。每当办公室有人问：

陈老师去哪里了？就会有人说：她

长在教室啦。

到了三年级，孩子们渐渐长大，

班级事务也捋顺了很多。可是不知

为何，我还是愿意长时间窝在教室

里，只有那样才感觉踏实。

四年级时，索性把办公桌拉到

教室，书籍和水杯一放到桌子上，孩

子们就围过来，叽叽喳喳地问：陈老

师，要坐在教室里办公吗？

我说：是啊。

孩子们一个个开心地蹦了起

来，拽着我转来转去。

去年孩子们五年级了，与他们

在教室里朝夕相处，见证了一个又

一个成长的故事。

今年六年级换教室时，我依然

第一时间把办公桌放在教室里。安

放在教室，我就安了心。

我要一年一年地长在教室，我

要做一个长在教室里的老师。

因为长在教室，所以三步两步

就站在了“儿童中央”。

因为长在教室，孩子们的开心

能够第一时间分享。

因为长在教室，所以侧耳就能

听见孩子们的小心思。

因为长在教室，可以在孩子眼

泪掉下来之前接住忧伤。

长在教室，接近儿童。

因为长在教室，孩子们会随时

帮我整理办公桌。

因为长在教室，孩子们会把晚

春落红采集放在桌上，说要把春天

送给我。

因为长在教室，孩子们会趴在

我耳边说悄悄话。

因为长在教室，孩子们会在游

戏时算我一个。

长在教室，接近幸福。

为何要长在教室？因为这里离

孩子最近。

贴近孩子，就有幸福。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艾

瑞德国际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