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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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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助你开好家长会招助你开好家长会

班改解码班改解码

马上就要召开家长会？你需要花点时间，改改你的稿
子。你需要花点时间，营造教室氛围。你还需要花点时间，扮
靓你的仪表……你还需要的，其实是下面这五招！

每次快到召开家长会的时候，许

多青年班主任莫名有一种“丑媳妇要

见公婆”的感觉。一想到要在几十位

家长面前讲话，好像比校长来听课还

紧张。

如何稳稳地应对这个场合，亮相

亮出专业品质？这的确是一件值得

考量的事情。其实，改善传统意义上

事务宣讲为主的方式，以“会议文化

宣讲-团队集体介绍-学校理念传

达-家庭专业指导-育儿策略推荐-

班级事务安排”为主线，你会发现，原

来家长会也没什么“大不了”。

营造氛围
创造暖心的教育磁场

家长会的成功召开，离不开良好

的氛围营造。关注教室中的环境细

节，打造温馨整洁有品质的教室环

境，追求细节完美，这未必是为了迎

合学校和家长的需求，更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有品位的班主任基本工作

品质和价值观的体现。而每一间教

室里的细节品质，共同组成的就是一

个学校的整体形象。

班主任在家长会前可以做如下

细节考量：

（1）整洁的环境：把教室布置得

清新整洁，营造温馨、利于家校交流

的氛围，是家长会“开局”之前的第一

印象。打造一个“四有教室”——有

文化氛围，有团队温度，有整洁环境，

有师生笑脸。用环境细节彰显班主

任的工作品质。

（2）温馨的提示：规范化建设常

常是工作品质的很好展现。教室里

播放音量适中的轻音乐，PPT上播放

班级会议文化温馨提示，门外各类规

范张贴的公告栏，以及学生桌面上呈

现的家长会议程清单。你的细节就

是你的品质。

（3）全员的展示：给予每个学生

公平展示的平台，是值得教育工作者

共同努力的方向。在教室文化墙上

留出一个空间，用于学生的作业或特

长展示，让家长对学生的具体情况有

所了解。在家长会的学生节目展示

环节，给每个小组亮相的机会，让家

长能够看到孩子在校的转变。你的

情怀，大多藏在这些关注面里。

（4）美好的细节：你还可以推陈

出新，创造出美好的细节。例如，让

孩子在会前准备温馨的信件，在家长

会上面对家长真情告白，可以让他们

深受感动。为家长准备一份班级课

程表和作息时间表，便于家校沟通；

准备班级科任老师的“大名片”，体现

班科团队合作的整体形象；准备学情

调研后的建议综述，让家长感受到教

师的专业水准等。

（5）趣味的律动：邀请体育或音

乐老师前来客串一下此环节的主持，

带着所有人起立，和着快乐的音乐，

来个简短的律动热身操，共同嗨起

来，打破一下进门后的“僵局”，让场

面热起来，让嘴角扬起来。

开家长会虽然有一定的“套路”，

但也需要在形式上创新，用以彰显班

级工作的品质，提升家长的参与热

情。细节，处处都是班主任教育观的

无言表达。

树立规矩
定下明确的会议纪律

来自不同职业、不同岗位的家

长，因为孩子的相遇而组成新的家

长团队。凡是新团队，必然要有相

应的纪律与机制。在首次家长会

上，班主任要敢于说纪律，敢于提要

求，特别不容忽视的是家长会本身

的纪律。对各类迟到甚至会场中电

话铃声此起彼伏的情况视而不见，

会让随后每一次的参会听讲效果大

打折扣。今天的“管”是为了明天更

好的“理”。

因此，家长会前不妨温和而直接

向家长提出纪律要求，还可以倡议家

长与孩子分两个团队比一比纪律。

遇到突然而至的手机铃声，不当面指

责，可以暂时中断讲话几秒钟，等待

家长妥善处理后再继续进程。这是

温和表达态度的方式之一。

对于新接手的班级而言，此时正

是所有参会家长最“悉听尊便”的时

机。明确要求，坚持落实要求，既是

互相尊重，也是坚守原则的体现。

第一次面向全体家长，最重要的

事情显然不是有多少琐事需要通知，

而是初步达成了多少信任度。给家

长会立规矩，也可以让家长反观孩子

上课是否有规矩，其实这样敢讲规矩

的教师反倒能让家长安心、放心。第

一次家长会一定要自信满满，让家长

对您有信心，建立彼此间的信任。

下面是此环节的一些沟通方式，

大家可以参考：

尊敬的各位家长，感谢大家如约

而至。首先我们先来记考勤（教师拿

点名册一一点名）。

感谢一共有 XX 位家长按时到

来。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也是非常

重要的老师，时间观念强，会提高我

们共同的效率，也是为孩子作出的最

好的榜样。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按时

到达的家长朋友们。

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班

级会议文化。每学期的家长会，建议

各位家长能够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为保障会议实效，不耽误家长

更多的时间，请按照每次通知的时

间，按时到会。

2. 请您在会议期间把手机调至

静音状态。

3.会议期间不在室内接打电话。

4.重要的内容，请做好记录。

……

用心推荐
树立专业的教育形象

家长会上的主旨发言，是多样化

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环。其中，用心推

荐自己，是首次家长开放日上的重中

之重。说上三两句敷衍了事的简介，

是不足以让家长放心的。忐忑和畏

首畏尾的讲解，更容易让别人疑窦重

重。当日可能不至于看出问题，但隐

患多积于后期。

在准备家长会文稿的时候，自我

介绍的环节是要特别重视的。要舍

得花些时间，去审视自我优势，并准

确地表达优势。

不要以为只有资历深的班主任

才能获得家长的信任和青睐，事实

上，不同年段的老师，工作优势各不

相同。每位老师不同的特点，都是他

们能带给孩子独一无二的财富。擅

长语言表达的老师，能够让孩子们形

成良好的语言功底；喜欢写作的老

师，自然侧重于习作教学；即使是一

个“手机控”老师，也很可能在互联网

平台上开创一番新天地。

我为多所学校教师团队指导时

了解到，许多老师不是资历差，而是

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研究总结过自

己。曾有新老师放着自己在大学期

间获得的大堆荣誉不讲，而是很忐忑

地说“各位家长，我初出茅庐，没有经

验，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和包容”。遇

到这种情况，即使我是家长，也会忐

忑是否放心地把自家宝贝托付于你。

舍得认认真真审视、研究自己，

力求真实全面、措辞准确地表达清楚

自己，这非常重要。你不是没有优点，

你是没拿“自我介绍”这个环节当回事

儿。而今日之初始印象，往往为日后

家校沟通的顺畅与否埋下了伏笔。

无论是班主任还是科任教师，都

要敢于向家长多维度隆重地介绍自

己，除了事无巨细摆出个人成绩之

外，还可以增加教育理念、教育思考、

性格、研究方向、以前所教的学生成

绩等内容。要用应聘的态度，去认认

真真研究自己的经历，找到个人的优

势，反复完善，力求做到措辞准确、真

实全面。个人简介，也是日后多个场

合需要用到的重要资料。

与家长的集体沟通，不要光顾着

班主任自身形象的建立，有领导力的

班主任必然也需要有团队意识。因

此，不妨设置一个完整介绍的环节，

逐一梳理每位科任教师的过人之处，

提前把每位科任教师了解清楚，并深

析其优势，在家长们面前详细介绍，

展现出班级老师整体的专业素养。

相信这样的介绍，也会充分满足家长

群体亟待了解教师群体的心。

介绍之余，不妨留下所有老师的

联系方式，让家长们可以一键获取，

方便日后的联络，主动靠近服务群

体，开启频繁的常态家校沟通。

班校衔接
传播学校的办学理念

班主任的主旨发言，是传统意义

上家长会的重要看点之一。

办学理念是学校文化的灵魂和

核心，班主任要做好学校的宣传员，

不把理念束之高阁。班主任可以将

学校的办学理念逐步分解到每一次

家长会上，促成学校办学理念的落地

生根。班主任要做好理念的承接者，

让家长熟知学校理念和文化，这样才

能更好地理解学校和班级日常活动

“意欲何为”。

常常有班主任疑虑重重地问：

“讲理念？家长听不懂怎么办？”

对于文化层次较低的家长，听不

懂，也是很有安全感的一件事情。

“看，我们老师很有文化，值得托付！”

但时代不同了，实际状况是许多家长

有足够的理解能力去聆听并对话。

班主任如果能回应好这种对话，恰恰

是对整个家长团队必要的价值引领。

家校沟通中，要坚持在集体沟通

中讲培养目标，讲行动意义，这才是

对一个团队的有效价值引领。凡事

不说意义，只派任务，家长看到的永

远是配合不完的“作业堆”，讲清道

理，说清意义，他们才能更好地理解

许多课程背后的目标导向。因此，家

长会上无论有多少事务性工作，都不

要忽视教育理念的分享和传递。

珍惜每一次家长会的时间，把家

长会当成连续的家长学校培训时间，

不断发挥班主任在家校关系中“平等

中的首席”重要作用，持续引领家长

群体共同成长。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成效。班主

任也可以根据阅读和实践经验，把时

下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或者有启

发、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抑或是

和学校教育理念同步的方法拿到会

上来与家长分享，让他们在每次家长

会上都能学有所得。

家长跟着老师每次都能学有所得，

自然对老师的信任感也会与日俱增。

专业引领
解决共性的教育问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家长群体通

常特别想了解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发

展特点及常见问题。所以，不妨让每

次家长会都变成家庭教育的学习机

会。在学年初，邀请不同科任教师为

家长上年段分析课；在学期初，让优

秀家长以身示范，为学生开展成长规

划课；不定期举行问题诊疗课；在关

键时段，组织不同学科的答疑课；在

学期末，组织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心

态调整课；还有贯穿每学期的沟通策

略课……班主任要用系统规划，带动

家长让有效学习成为常态。

每个孩子的家长都是在不断学

习怎样做父母，大都是第一次陪伴孩

子进入不同学段。班主任在家长会

前，针对学生的问题要分好类、“备好

课”，比如把学习问题细分为厌学、注

意力不集中、学习困难等；行为问题

细分为暴力问题、缺乏行为规范问题

等。立足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及班

级的整体情况，综合归纳，把孩子存

在的共性问题和特殊个例梳理、筛选

出来。在分析梳理这些问题的同时，

问题产生的根源也就一目了然。这

样召开家长会，既能引起家长的高度

重视，又能提升家长教育引导孩子的

针对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环节未必需

要每位班主任绝对意义上的原创。

教师先学后教，无可厚非，更重要的

是选材，选择适合这一阶段学生年龄

特点的素材是重中之重。这也是教

师专业化发展理应达到的水平。

班主任对家长会进行“备课”时，

如果能认真分析、合理分类，并且探

寻各种教育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

系，就能保证家长会的实效，让家长

会开出与众不同的效果，从而有效促

进家校间的联系，为孩子的健康成长

创造和谐、温馨的育人环境。但是，

我也不得不诚挚地告诉你：

凡是精彩的发言，背后必然有着

不为人知的千锤百炼。

当你是一个演讲界的“菜鸟”时，

你需要戒骄戒躁，用时间成本的投入

去赢得台上的光彩呈现。

你需要花点时间，改改你的稿

子。发言稿的质量，就是家校间彼此

建立信任的第一道桥梁。越是贴合

本班学生家长需求的稿子，越得来自

班主任精心的考量和打磨，而非网上

复制粘贴一读了之。同时，值得一提

的是，为了更好地准确控制讲话时

间，记住正常语速下，一般一分钟220

字，自己去计算你的字数和速度吧。

你需要花点时间，营造教室氛

围。教室空间，无疑是班主任的外在

形象。家长刚刚坐在孩子的座位上，

第一眼看到的是抽屉里乱成一团，窗

台上积尘多多，低头看到脚下的纸

屑，抬头看到黑板一角罚作业的任务

单，大抵也就毁掉了对老师的良好印

象。干净整洁、有文化、有温度的教

室，无声地彰显着一个班主任的工作

品质。

你还需要花点时间，扮靓你的仪

表。作为教师，你必须要有教师的样

子，这是基本的形象和尊严。没有家

长有义务透过连你自己都不满意的

形象，去发现你内在的优秀。形象在

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人的实力与

风范。得体的衣着与端庄的仪态，就

是自我成熟的教师形象的表现。

所以，各位班主任，宁肯台下十

年功，莫留台上尴尬境。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春晖小学

校长、全国十佳小学班主任)

我期待的班主任生活

□刘文静

下课铃响了，老师急匆匆地走出教

室，向办公室方向奔去。紧随出来的还

有一个“小尾巴”，“小尾巴”先在老师身

后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见老师没反

应，又跑到旁边继续叽叽喳喳，完全没

有注意到老师的步履匆匆和着急神

情。终于，老师无奈下了“逐客令”：

“好，知道了，先回去吧……”“真的听明

白了？我还没有说完呢！”小家伙有些

不甘地挪着脚步缓缓离去，边走边回

头，心想：说不定老师会把我叫回去

呢。但最终老师还是进了办公室，开始

了自己忙碌的工作……

这是我所不愿看到的场景，也是许

多班主任深感无奈的现状。作为班主

任，我希望我的生活是这样的……

首先，我希望：温暖，于细微之间。

早晨起来，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走进校门。在教室门口，我用温暖的笑

脸迎接班里的每一个孩子。我会用心

观察他们，问问那个满脸倦容的孩子，

是因为昨晚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

一夜难眠？我还要问问这个脚步迟疑

的孩子，是因为昨天和哪个同学发生了

不愉快的事情？

我希望，早晨的教室是这样的：值

日的孩子各司其职，有秩序地打扫卫

生；其他孩子能够快速进入阅读状态。

每每看到沉浸于书海的孩子们，我都会

陶醉其中。

课上，我会关注每一个孩子，关注

他们的学习状态，走到那个眉头紧锁、

迟迟没有下笔的孩子面前，问问他是

否需要帮助；为那个因为做不出题而

急得满头大汗的孩子，轻轻擦去额头

的汗滴……

课下，我不会将孩子无休止的谈话

打断，我会耐心地倾听，找机会与他们

交谈，潜移默化中给孩子正确的引导，

做他们值得倾诉、值得信任的“大朋

友”。

傍晚，踏着夕阳，在一声声“再见”

中，送走每一个孩子，沐浴余晖，我的心

中幸福充盈。

其次，我希望：班级管理能多一些

自主。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打理我的

班级，与孩子多一些相处，而不必为了

完成学校的各种功利性比赛耗费时间，

不必为了所谓的成绩牺牲孩子的休息

时间，学校少一些检查和限制，我的班

级能够最大限度地由我和学生做主。

我希望能够领着孩子们走出校门，

亲近大自然。春天，听听小河流水的声

音；夏天，捉几条小鱼在教室里喂养、观

察；秋天，与孩子们一起采集各种各样

的树叶，做成标本；冬天，自然不能少了

堆雪人、打雪仗，让欢笑洒满每个孩子

的心间……

当然，这一切离不开家长的支持，

我也欢迎家长能够参与进来。我希望，

家长能多一些宽容，哪怕孩子在活动中

出现了一点“小意外”，比如弄湿了衣

服、摔破了膝盖、被雪球打疼了，不要满

腹怨言、故意找茬，能够给我的工作以

信任和支持。这样，我才能针对孩子的

特点更好地开展工作，而不至于畏首

畏尾。

我也希望学校不要总是盲目模仿，

不要今天搞一个改革，明天搞一个推

广，搞得教师筋疲力尽，搞得课堂不得

安宁。我希望我的班级能够拥有一方

净土，学生谦恭有礼、懂得感恩，不会口

吐脏话。虽然他们的学习成绩不一定

优秀，但他们喜欢学校，能在班级中找

到自己的存在感；他们热爱生活，愿意

各种发现……毕竟，适合孩子的才是最

好的。

我希望，每天不要从早忙到晚。而

是能留出一定的空闲时间，欣赏一下大

自然的美景，读读书，写写班级故事，对

一天的工作多一些总结和思考，这样更

有利于班级发展，而不只是一个劲儿地

“闷头拉车”，迷失了方向。

这就是我希望的班主任生活。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好运角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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