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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班主任2018年10月10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班级
合伙人

我和你我和你

2014 年 9 月，校领导想让我

担任一年级班主任，血气方刚的

我便一口答应了。当时我信心

百倍，心里暗暗想：我一定要好

好干，争取让班上的每一个学生

都能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好孩子。

分好班后，我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和即将与我共度6年的孩子

们见面。我加快步伐往一年级

（2）班走去。当我满怀欣喜踏进

教室的那一瞬间，我傻眼了，只

见后排坐着一个“与众不同”的

小男孩——小刚（化名）。他脑

袋大大的，看见我进来，眼睛傻

傻地盯着我。我看着他，心里有

种说不出的滋味。全校就这么

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宝贝”，怎么

就花落到“我家”了呢？我这“运

气”未免也太“好”了吧？心里打

鼓归打鼓，既来之则安之，我想：

只要他上课不捣乱就行。

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我想的

那样顺利。小刚不仅上课捣乱，

还影响周围同学学习。他几乎

听不懂课上的内容，更别说完成

作业了。果不其然，第一次期中

检测，小刚的成绩是一位数。成

绩糟糕倒是其次，关键是他上课

实在不消停。年龄比其他同学

大两三岁的他，理所当然成了

“后进生”。

实在没办法了，我便把小刚

的家长请来。说了孩子的情况

后，家长噙着泪水对我说：“邢老

师，我也知道我的孩子是什么情

况，我不指望能望子成龙，只希

望他能够好好把小学读完，等他

稍微长大一些，再让他出去学点

技术。麻烦邢老师帮助他，让他

顺利读下去吧。”听完小刚家长

的话，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

校被列为市里合作推进课改的

实验学校。培训、考察、实践、摸

索，天生不安分的我积极投身于

课改之中。小组合作学习和捆

绑式评价，变化悄然发生了。在

小组对子和其他同学的帮助下，

小刚在课堂上开始安静下来，也

逐步进入了学习状态。后来，我

把简单的问题抛给他，开启了他

回答问题和表达自我的大门。

三年级期末检测，小刚的数学居

然考了67分，这可真是让我欣喜

若狂。我还记得当时发试卷时

的情景，当我念到小刚 67 分时，

全班学生先是一惊，后来便是

“哗哗”的掌声，那时我看到了小

刚眼里的泪花。家长也高兴地

跑到学校，一个劲儿地向我表达

谢意。我觉得，这就是课改的神

奇魅力。

时间一天天过去，小刚也

在一天天成长。他从最初的上

课默不作声到现在主动站起来

回答问题，我都看在眼里、乐在

心里。今年 5 月的一堂课，让我

对小刚更是刮目相看。他不仅

用彩笔画出来一幅完整的思维

导图，而且在课堂结束时主动

站起来展示分享，全班同学都

被他的这一举动深深震撼。只

见他不慌不忙地说：“这节课我

学会了如何画思维导图……”

一阵持续而热烈的掌声，在这

掌声中，小刚笑得眼睛眯成了

一条缝。

我想，小刚之所以能有今

天的改变，其中一部分要归功

于课改。这难道不就是课改的

魅力吗？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商都县

实验小学）

小刚的眼泪
□邢贵秀

晋级榜晋级榜，，学生的成长看得见学生的成长看得见
□□梁远雄梁远雄

互成，就是生命的相互成全。

班主任的努力成全学生的进步和成

长，学生的成长成全班主任的幸福

和尊严。

准备新接手一个班，这让我顾虑

了很久。前任班主任介绍，这个班的

学生有智力有缺陷的，有多动症的，

还有经常恐吓家长要离家出走的，更

多的是厌学的。起初听起来，感觉自

己就像到了“疯人院”。

怎么办？只能勤勤恳恳、兢兢业

业。早晨早 20分钟到学校看着他们

交作业，一下课就到教室督促他们订

正作业，放学后陪着科任教师留学生

订正默写。时不时找学生谈话，打电

话给家长反映情况，许多招都使了，

学生还是不愿意完整地完成作业，厌

学情绪高涨，有的甚至打游戏一打一

个通宵。

结果，接手时班级成绩在年级

排第三，经我一带就变成了倒数第

一。那时候，我被搞得焦头烂额，每

天差不多要到晚上八点才回家。一

次接到女儿的电话，“妈妈，你到底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忍不住流下了

眼泪。

我不禁在内心问自己，究竟该如

何做好班主任工作？

暑假，女儿到绘本馆去读书。我

发现，只要每次去借书，绘本馆就会

给一张炫彩币，积一定数量的炫彩币

就可以兑换奖品，这个做法极大地调

动了女儿读书的积极性。她读了不

少书，我为了给她积攒炫彩币，一整

月也足足读了几十本绘本，不得不佩

服炫彩币的力量。

我深受启发。开学后，我把之

前采用的小组积分制转换为积分

兑换物品制。于是，“加油券”应运

而生。

“加油券”究竟该怎么用？我们

学校有一个“思行读书会”，我是成

员之一。去年，校长给我们推荐了

许多书，其中《第 56 号教室的奇迹》

中雷夫的做法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我把雷夫的“经济学的天空”内容与

我的“加油券”相结合，在班级放了

一个礼品兑换盒，里面有各种各样

的学习用品，每个小组负责一周，他

们自己进货自己负责推销，然后做

好记录工作。

那用什么买呢？当然是我们

的“ 加 油 券 ”。“ 加 油 券 ”分 成 红 、

紫、黄 3 种，相当于 1 元、2 元、5 元

的人民币。但是人民币在这个系

统中无法流通，只有我们的“加油

券”才可以。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兑换

奖品。但这些奖品远远不够，学生

也会逐渐厌倦，我们要做的是随时

刺激他们的神经。根据雷夫“经济

学的天空”做法，我还想到兑换学习

用品，免作业（哪个学生不想免作业

呢），拍卖座位或物品……

雷夫说：“我们喜欢品质好的东

西，而孩子们必须通过努力工作、有

所牺牲才能挣得好东西，因此他们更

懂得爱惜。”期中考试结束后，学生积

攒了许多“加油券”，我准备了一个拍

卖会，让学生学会如何聪明地花钱。

拍卖会上可能有他们兴奋不已的东

西，包括心仪的座位，“买家”纷纷举

手，高声出价。但他们也可能会在抢

标过程中昏了头，为了一个不是真正

想要的东西花光来之不易的“加油

券”。在拍卖会的兴奋感消退后，他

们会问自己“值得吗”，当然，有的后

悔，有的觉得超值……

践行这样的班级管理方案以

后，我们的班风发生了很大变化：班

干部责任感更强了，班里助人为乐

风气更浓了。比如，小组要集体评

比，所以他们会互相帮助；科任教师

幸福指数变高。比如，有老师笑称

我们班是公开课指定班级；班级学

生成绩大幅度提高；家长积极配合

老师的工作……

当然，再好的方法还必须人为，

各方面的配合也很重要。其中，有学

校和领导的支持，科任老师的支持配

合，还有家长的认同……

班主任和学生互相成全，我们帮

助学生成长，学生让我们更深刻地体

会到班主任工作的意义和成就感，让

我们更认同自己的职业，更有生命的

饱满感。我们正在这样的“互成”教

室中不断成长。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张家港市第

八中学）

为了多维度发现学生的成长

点，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培育学生核

心素养，我们班倾力打造“军衔晋级

制”班级文化制度。

开学第一周，我们就召开主题

班会，制定了以学习、纪律、卫生、活

动等四项内容为核心的“军衔晋级

制”考评细则。学习方面，如作业每

获得一次“优”奖 1 颗“星”；纪律方

面 ，如 课 堂 上 每 违 纪 一 次 扣 1 颗

“星”；卫生方面，如发现座位周围有

纸屑等每次扣 1颗“星”；活动方面，

如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动每次奖 1

颗“星”等。

每两周，班干部会核算每个学

生获“星”情况并公布，由班主任宣

布晋级名单。如达到 20 颗“星”就

可以晋级为“列兵”，以后每增加 20

颗“星”或 30颗“星”，就会依次晋级

为“上等兵”“一级士官”“二级士

官”“三级士官”“少尉”“中尉”“上

尉”“少校”等 15个军衔等级。每个

月，我们班都要进行一次“授衔”仪

式。由我宣布晋级学生名单，学生

本人或科任教师将晋级学生的照

片贴到晋级光荣榜上。有时，我还

利用召开家长会的机会，邀请家长

将自己孩子的照片贴到晋级光荣

榜上。家长在亲手贴自己孩子的

照片时充满了荣耀感，纷纷拿起手

机拍照留念。

科任教师根据“军衔晋级制”上

规定的考评细则，通过奖“星”罚

“星”等措施培养激励学生课堂上专

心听讲、踊跃发言和课外认真完成

作业等良好学习习惯。“军衔晋级

制”在我们班已经深入人心，挣“星”

争“星”现象在我们班蔚然成风。

“军衔晋级制”实施以来，我们

班的学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原来

上课爱说话的学生明显少了，上课

积极举手发言的学生多了，不交作

业的学生没了……每天班群“晒”跳

绳，周末班群“晒”作业……学生为

奖“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在课下

议论最多的是“我已经是‘少校’

了”“我还差 3 颗‘星’就能晋级到

‘上尉’了”等问题。

最好的教育是孩子自己教育自

己。“军衔晋级制”以学生发展为

本，让学生站在教室的正中央，成

为教室真正的主人。每天清晨，学

生推开教室门，第一眼看到的是墙

上醒目的晋级光荣榜以及自己的

照 片 ，这 样 他 们 不 仅 心 中 有“ 制

度”、眼中有“目标”，还会自主合理

地安排每一天的学习与生活。

所有生命的成长都应该是主动

的。真实有效的教育，其本质是生

命主体参与的自我建构。没有真

主动，就没有真教育。“军衔晋级

制”见证了学生成长的历程，让学

生真实、生动、主动的成长过程能

够看得见。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襄阳市第

三十九中学）

智者说智者说

班级
名片

班主任是有故事的人，也是慧眼识故事的人，更是慧心思故事的人。

《中国教师报·班主任周刊》，一个分享教学故事的平台，一方教育成长的沃土，一座成就教

育梦想的桥梁。当你为师生沟通“消得人憔悴”时，它会“一语惊醒梦中人”；当你为家校合力

“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它可让你“柳暗花明又一村”；当你“江郎才尽叹无华”时，它能让你“天光

云影共徘徊”。因为，这里有色彩纷呈的温情教育故事，也有班级管理的

金石之策，还有见微知著的思考探究。

我为《班主任周刊》代言
党迎新 河南省郑州市郑中国际学校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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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

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

不要静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

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

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

心的教科书。

——教育家陶行知

从我手里经过的学生成千上

万，奇怪的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

并不是无可挑剔的模范生，而是别

具特点、与众不同的孩子。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普通人只想到如何度过时间，

有才能的人设法利用时间。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

一个能思想的人，才真是一个

力量无边的人。

——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

学校的教育就是要培养敢于挑

战权威、能够独立思考的年轻人。

——“光纤之父”、诺贝尔奖获

得者高锟

教师不替学生说学生自己能

说的话，不替学生做学生自己能做

的事，学生能讲明白的知识尽可能

让学生讲。

——特级教师魏书生

（崔斌斌 辑）

创建一间创建一间““互成互成””教室教室
□石 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