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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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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班主任责任
隐性危机

□王培振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幅图

片。一间教室里，教师正在上课，

然而其中一个角落，4 名学生围成

一圈，优哉游哉地吃着东西……师

生各忙各的，好似互不干扰。图片

并没有说明这位教师是不是班主

任，但我只想借用这张图片与大家

讨论一下，在目前的教育大背景下

初现端倪的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的

责任危机。

犹记得，在我上学那会儿，班

主任对学生是可以进行批评教育

甚至惩罚的，家长对教师管教自

己的孩子是心存感激的。那个时

候，很少有家长因此去学校闹事，

很少有家长去教育主管部门状告

老师和学校。虽然累点，待遇还

不高，但教师对班主任这一职务

并不抵触，因为当班主任是能力

的 标 志 ，是 在 学 校 受 重 视 的 体

现。因此，教师都尽心尽力履行

班主任的职责。

但近年来，教育领域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教师和教师

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对教师的要

求高了，宽容少了。学生的自我

意识强了，承受挫折的能力下降

了 ，对 教 师 的 敬 畏 之 心 也 减 弱

了。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的行为

更加透明，独生子女增多、抚养成

本陡增使家长对子女的学习和生

活特别敏感。

班主任不仅要教书，还要担负

教育、管理学生的责任。在当下的

教育大背景下，班主任对违纪、犯错

学生有时不敢批评，更不要说惩罚

了；对学生学习的督促也是小心翼

翼，怕一不小心惹到学生或家长，发

生一些“维权事件”。一旦这样的事

情发生了，班主任的麻烦就来了。

这种事情，会让当事教师羞愤难当，

甚至会产生一生的阴影，其他教师

也会因此感受到教师工作的“危

机”，会小心翼翼地提防着……这种

情况下，谁还愿意去管教学生，谁还

敢去管教学生。

影响不止于此。在这样的教

育现状下，许多教师不愿意接班主

任工作这个“烫手山芋”，每学年开

学初 ，许多学校会出现“班主任

荒”，以前是学校安抚当不上班主

任的教师，现在是学校不得不做工

作动员教师当班主任，有的学校直

接指派班主任，有的学校教师必须

轮流当班主任。更为严重的是，有

些教师即使当班主任也是“明哲保

身”，“自废”班主任的部分管理职

能，不再主动介入学生管理……班

主任责任危机已然显现。

班主任管理工作是学校管理

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班主任愿意

管学生、敢管学生，才是对学生最

大的负责和保护，社会、家长、学校

和教育主管部门对班主任的过分

苛责，是班主任“放弃”管理责任的

重要原因。

直面班主任的真实困境，妥善

解决班主任责任危机，会直接影响

学校教育，也会影响一大批孩子。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柴

胡店镇刘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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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家校协作新常态共建家校协作新常态
□田冰冰

百家讲坛家长义工课程共建表

课程时间

第2周

第4周

第6周

第8周

第10周

第12周

第14周

第16周

第18周

第20周

第22周

课程内容

《方寸之间——邮票的故事》

《良好亲子关系从这里开始》

《我们是光荣的网警》

《养好一盆肉肉并不难》

《探索科学世界的奥秘》

《不一样的漫画人生》

《战狼岁月》

《果盘设计与制作》

《揭秘仿人智能》

《做好期末复习，从我们开始》

《空中飞人家庭》

职业类别

邮政

全职

警察

个体

研究所

编辑

特警

厨师

公司

教师

航空

主讲嘉宾

洪杰爸爸

小美妈妈

金亮爸爸

文祥爸妈

陈诚妈妈

莲生妈妈

素静妈妈

卢静妈妈

艳春爸爸

余强妈妈

金浩一家

课程形态

行业故事课

网络视频课

行业故事课

行业实习课

年级竞标课

互动交流课

行业故事课

行业实习课

行业故事课

网络视频课

快乐家+校

授课频次

每期四次

每期两次

每期四次

每期两次

每期一次

每期一次

每期四次

每期两次

每期四次

每期两次

每期一次

物资准备

支持1组

支持2组

支持3组

支持1组

支持2组

支持3组

支持1组

支持2组

支持3组

支持1组

支持2组

成果收集

成果1组

成果2组

成果3组

成果1组

成果2组

成果3组

成果1组

成果2组

成果3组

成果1组

成果2组

教育需要新常态，家校协作也需

要新常态。新常态之“新”，意在突破

传统家校协作的思维惯性，不断创

新，大胆改革，找出新思路。新常态

之“常态”，意在不断将创新实践的新

思路反复实践、坚持实践，促使其成

为家校协作中的平常事。

理论纵览，班主任创新
实践的“行动引擎”

纵览不同国家的家校协作方式，

引领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纵深做好家

长教育是多国家校协作的共同元素。

据了解，在美国，家长参与学校

教育和家长教育是家校合作的两种

主要形式。美国学校重视利用家长

资源为学校教学服务。如成立“家长

志愿者协调委员会”等机构服务学校

发展，教育部门创设了一系列“父母

教育”培训课程，帮助家长当好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在法国，一些地区配

置了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协调人，在那

些认为学校很难理解的家长眼里，协

调人是家校沟通的良好桥梁和中介；

在日本，家长教师协会作为学生家长

和教师组成的会员间互相学习、开展

活动的社会教育团队，逐级搭建起学

校到全国的家校合作组织体系；在新

加坡，教育部明确了教育合作各方的

职责，制定了《教育伙伴合作准则》，

以及合作原则和执行框架；在英国，

许多学校的家长成为学校教学助手，

部分学校专门从家长中招聘课堂教

学协助人员，又称“学习支持助手”。

由此可见，各国家各地区的教育部门

都很重视家长对学校事务的参与以

及对家长的教育问题。

我国家校合作相比于西方发达国

家起步较晚，于20世纪80年代步入正

轨。80年代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政策

法规，表明国家对家长素质和家校合

作的重视。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明确提出“推进学校、家庭、

社会密切配合，形成系统开放、机制灵

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

制”。2017年 8月，《中小学德育工作

指南》指出，“坚持协同配合。发挥学

校主导作用，引导家庭、社会增强育人

责任意识，提高对学生道德发展、成长

成人的重视程度和参与度，形成学校、

家庭、社会协调一致的育人合力”。

文件解读与理论综述可以作为一

线班主任创新实践的行动引擎。我们

不难发现，家校之间的智慧协作、行动

共建，日渐成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改

革朝向。充分发挥双方的智慧与专业

能力，拓展家校合作育人的外延和内

涵，是值得探索的班级经营之道。

舆论导引，今天的管是
为了明天更好的理

实践创新，既要仰望星空，又要

脚踏实地。从家校协作的顶层设计，

到实际项目的落地生根，需要班主任

从“保底”的常态经营做起，为打造家

校协作团队奠定扎实的基础。

规则管理，家校沟通规范有序。

今天的管，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理。当

网络平台逐渐成为家校沟通的主流

平台时，班主任在接手新班的第一时

间，要明确对网络平台的管理，明确

群规，把线上的舆论平台管好理顺。

组建的班级群，形态可以多种多

样——班级家长群：参与人员为本班

家长和各科教师，发布每周通知，适

用于日常信息集体沟通；学生问吧：

专用于学生课余自由向老师提问。

由各科教师协助解答，相当于一个课

余在线辅导站；家长吐槽吧：用于班

级事务的发布和征询，畅所欲言，闲

聊和吐槽亦无妨；核心研讨群：邀约

三五家长骨干力量，共同就班级事务

进行定期研讨，协助班级进行课程设

计，预先商量班级大事，再到班级群

发布。

2017 年，我与各地班主任商讨，

集合大家的智慧，共同确立了这样的

班级群规：

（1）建群原则：班级群以“和而

不同，共同发展”为宗旨，主要用于

班级团队的信息传递，为增强班级

凝聚力、服务好每一个孩子而建。

（2）实名入群：班级群成员以实名加

入，可以“学生姓名+爸爸妈妈”等为

模板，以诚挚的心认识身边的新同

伴；沟通方式：和谐相处、团结互助

是沟通之道，不利于班级大局稳定

的言论不在群内讲。（3）各科教师在

群中主动分享图文时，请家长和学

生心怀感恩，每次活动不一定能照

顾到所有人，也未必专业，但我们会

努力。（4）请理解老师不能在工作时

间随时回复信息，一有空我们会尽

快回复。（5）建群之后，要在家长会

上对相关要求做专项说明，以便达

成共识。建群初期可多次在群内发

布群规，个别情况可私信提醒，直至

群内舆论走上正轨。

增进对班级网络平台的管理，

不是班主任对家校民主对话的管控

和制约，而是在努力营建和谐的家

校氛围和思想共识，以创造新的发

展机遇。

行动引领，多种渠道逐步带动。

带动家长，需要班主任有效有序的行

动引领。我们常常用滚雪球式、主动

申请式、人人互动式和随时招募式等

方式带动家长。

自2005年开始，我们开启家长义

工课程，首先用滚雪球的方式逐步激

发家长的参与热情。做好家长参与

课程建设的思想动员工作，协助家长

做好第一次课程的准备工作，做好家

长第一次课“上砸了”的思想准备，做

好家长在授课之后的品牌推广，同时

给予率先行动的家长足够的行动支

持与激励性评价，逐步树立榜样，吸

引更多的人投入到学校工作中来。

如果说“滚雪球式”仅仅是带动

家长团队的初始形态，当家校协作

已然成为校园主流文化时，我们可

以尝试通过“主动申请式”来带动家

长。在开学第一次家长会上，做好

动员工作。同时号召家长填写义工

岗位申请表，自主选择义工岗位和

服务时间，以备后用。班主任还要

恪守“和而不同”的原则，既要提供

家长参与建设的平台，也要理解、接

纳跟不上集体行进的家长的实际困

境，带动不同层次的家长共同协作、

共同发展。

“人人互动式”也是带动家长的

有效方式之一。当我们对家长群体

有了初步了解后，主动遴选不同特质

的家长作为家委会项目牵头人。在

班级第二次家长会上，班主任向家长

介绍项目小组分工，倡导家长根据爱

好参与其中，后经小组负责人带动小

组轮流开展活动。“人人互动式”有效

改善了班主任以一带多的方式，由家

长中的骨干力量主动发起小组任务，

并推进小组中的家长成员自主参与，

让家长协作更加容易落地。

当然，“随时招募式”也是带动家

长不可或缺的方式。通过班级微信

公众号或者 QQ 群发布即时性招募

信息，以进行临时事务性的沟通。

重点遴选，用人所长合理沟通。

普遍带动，更要注重有效遴选。班主

任不妨遴选文化素质较高、有一定教

育见解或策略能力、容易沟通的家

长，特别是“同方向”的家长，作为班

主任的搭档，组建班级“智囊团”。

遴选要注意沟通方式。班主任

要以“用人所长”为原则，把握16字沟

通原则，即“心态放平，道理讲清，不

求速成，逐步带动”。

规则管理是常规管理的底线，普

遍带动是整体趋势，而重点遴选则是

识人而定的关键步骤。合理用人，不

仅仅是管理界的基本常识，也是班级

经营进一步拓展资源的必备要素。

行动共建，多元探索铸
就家校沟通新常态

思维的破冰，才能带来班级经营

行动的破局。如何进一步拓宽家校

沟通与协作的边界，让家长资源、社

会资源进一步服务学生发展？班主

任可以开放心态、开阔思路，开展多

维度的行动共建，探索家校协作的新

常态。

制度共建，开门纳谏增品质。

班级制度建设，往往是班主任独占

话语权的传统领域。我们尝试就班

级制度与家长代表进行民主评议，

开门纳谏，倾听来自服务对象的不

同诉求，让制度更加接地气、有品

质。通过民主优化班级政策，同时

进一步锤炼文本，物化成果，还可以

逐年优化，届届相传。比如，班级层

面的《班级中长期发展规划》《班级

网络平台交流管理规定》，学生发展

层面的《班干部培训制度》《班干部

管理岗位标准》，又如亲子教育层面

的《班级阅读交流会章程》，助力学

校政策落地的《膳食委员会管理制

度》等。

以家校共同研发的“小班干部领

导力培训制度”为例。它分为 5个板

块，分别是我的岗位我做主、我为班

规提建议、我为班级文化建设支招、

我是班级沟通小达人、我为班级期末

评价支招。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改变传

统的班干部培训方式，让学生自拟

“儿童班级管理岗位标准”，允许他们

自由探索，大胆试错。纪律委员的岗

位标准是“从预备铃响的第一刻开

始，第一时间开始管理；表扬同学要

大声，提醒同学要小声；以表扬为

主”。营养小博士的劝饭名言是“爱

吃的东西多吃点，要适度；不爱吃的

东西少吃点，也要吃”。孩子们撰写

岗位打油诗，编撰个性化管理名言，

甚至查阅管理学书籍，从中找到最符

合自己管理设想的金句，梳理儿童的

草根经验和智慧。

班级的制度共建，致力于对传统

管班律人思维方式的改善，不仅要有

班主任对班级制度自上而下的顶层

设计，更要有自下而上的家校民主对

话。制度共建不妨以更加民主的姿

态，集纳来自家长的建议，留出家庭、

学生生发智慧的空间。

课程共建，智慧协作样态多。

课程共建是家校之间可以共同探索

攻坚的核心阵地。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班主任不断

广纳资源，才能给予学生更丰富的滋

养。我们与家长代表共同规划“百家

讲坛课程表”，以“四结合”的方式系

统规划家长课程——即结合班级资

源，结合家长意愿，结合年段特点，结

合当期重点。系统规划课程时间和

课程形态，让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成

为孩子独一无二的“家长教师团”，共

享这份课程饕餮盛宴。

其中，行业故事课，讲述有特色

的职业故事，表现各行各业的职业风

范；行业实习课，带着学生动手动脑，

在实践中体验，在感知中启蒙；互动

交流课，借助彼此熟悉的领域进行互

助沟通；年级竞标课，班主任互相贡

献资源，成就年级中课堂和学校大课

堂的精彩。“快乐家+校”，抱团发展，

推动人人出彩……

活动共建，顶层设计促成长。活

动共建是班主任携手“家长智囊团”

必不可少的实践领域。从学校常态

活动的落实，到班级重要活动文案的

撰写，到班本项目学习方案的共同研

究……给空间，就是给信任的舞台。

不仅如此，我们还大胆筹建四类

家长代表委员会，分别是膳食委员

会、课程委员会、班级委员会、监察委

员会。其中膳食委员会，由家长代表

和教师进行餐饮整体质量的监督共

管、营养小博士课程系统开发、少年

健康饮食实践探索等；课程委员会，

由家长代表和教师共同进行家长教

育课程策划组织、家长义工课程的统

筹研发、家长义工标准的研发推广、

亲子活动课程的研发推广；班级委员

会，由家长代表和班主任共同制定班

级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共同进行班

级文化建设体系构建，共同策划实施

班级特色课程，共同对班级常态工作

协作共营……

思想能否破冰，直接决定着行动

能否突围。面对新时代的诉求，班主

任要善于把解决具体问题与解决深

层次问题结合起来，未雨绸缪，大胆

创新，不断改革，合作共赢。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春晖

小学）

班改解码班改解码

随着时代的发展，家长群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如何开门办班，有效吸纳家长资

源，是对班主任统筹能力的新考验。从带动家长配合学校工作，到慢慢吸引家长参

与民主对话，逐步达成家校协作的深度共识，班主任应该心态开放、思路开阔、气度

豁达，改善“单兵作战”的思维方式，通过多维实践寻找家校沟通的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