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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2018年11月21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我和你我和你

校园里的
“丛林法则”

□郝红梅

智者说智者说

教育是守望花开、静待成长的过程！我想对学生说：孩子们，每当看

到你们，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你们睁着一双双惊奇的

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多么新鲜、多么有趣。

从现在开始，老师会呵护你们，与你们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一起写

作，守望你们长成参天大树，聚成森林……

我为《班主任周刊》代言
王 哲 河北省威县苏威仲夷学校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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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天高达90%的行为是出

于习惯，就是说，倘若我们能看清

并且改掉坏习惯，看清并且坚持好

习惯，我们至少就能在人生路上得

90 分，关键在于看清自己，关键在

于经常的“自我评估”。譬如一句

西班牙谚语：自知之明是自我改善

的开始。譬如一句中国人都知道

的话：吾日三省吾身。

——美国作家杰克·霍吉

栽种思想，成就行为；

栽种行为，成就习惯；

栽种习惯，成就性格；

栽种性格，成就命运。

——香港企业家李嘉诚

通往成功的路上，习惯是唯一

的加速器！

——韩国作家李相勋

好习惯是人在神经系统里存

下的资本，人毕生都可以享用它的

利息；坏习惯是无法偿清的债务，

能把人引向破产。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

我们总在说性格决定命运，实

际决定我们命运的性格无非由两

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先天的“天

性”，一部分是后天的“习性”。

——习惯研究专家周士渊

（伊哲 辑）

一所美国小学的教室文化一所美国小学的教室文化
□沈 波

前几天，碰到了我刚毕业时教

过的一个学生——王冠宇，师生相

遇，思悟甚多。冠宇如今已是年近

30 岁的小伙，见到我依然像小时候

那样毕恭毕敬地行礼问好。他早已

从那个白白胖胖的可爱男孩，长成

了英俊憨厚的大小伙。细细回想，

那一个班的学生我唯独记住了他，

不是因为他优秀，也不是因为他听

话，他恰恰是班里学习最差、性格最

淘的男孩。

还记得那一次，学校在清明节组

织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领导一再

叮嘱，为了便于管理，每班挑选5名品

学兼优的学生参加，冠宇自然不在挑

选之列。参加扫墓的名单在班里公

布后，冠宇有点“变”了：下课给我往

办公室送书，放学给我拎包，上学在

路上等我，没人时小手挽住我的胳膊

撒娇说：“老师，让我去吧，我以后好

好学习，天天听您的话……”连着被

他“缠磨”了两三天，我的心软了。我

也像他一样，到学校软磨硬泡要了一

个名额。这孩子还真是听话，一路上

紧跟我身后，还帮同学背包。

扫墓回来时，我的脚不小心骨折

了，肿得厉害，不能上班。冠宇放学

后带着班里的几个小伙伴，拎着零

食，抱着一个10来斤重的大西瓜到家

里看我。开门的瞬间，看到他满头大

汗抱着大西瓜，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

了下来。坦白地说，尊师、敬师的孩

子很容易招老师喜欢，老师都会视如

己出地教育、关爱。

此后，我对冠宇的关注多了一

些。只要他不写作业，我都会把他

叫到办公室，先批评再表扬，临了还

和他开一下玩笑。其实，心与心是

有感应的，爱与爱也是互通的。他

知道我希望他学习好，就尽力去“追

赶”别人，一年后成绩居然由倒数赶

到了中上等。毕业典礼时，我第一

次见到他的父母。等别的家长都散

去了，冠宇妈妈拉着我的手说：“郝

老师，谢谢您对孩子的教育，我们都

不太会说话，但我们真的特别谢谢

您。”我之所以忘不掉冠宇妈妈那句

话，是因为她那从里到外真诚的感

激之情令我异常感动。

现在班里有一个叫窦艺恩的小

女孩和一个叫聂煊婷的小女孩，两

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很一般，但每天

都围着我转来转去，每个课间都往

办公室跑，“老师，我帮您干这吧，我

帮您干那吧”……美好的事物所折

射的光芒会令周围也变得美好起

来，现在班里的许多孩子也是一下

课就跑到办公室问我有什么事能帮

上 忙 ，往 往 是 一 摞 作 业 学 生 分 着

抱。连平时最内向的雪晴和欣珂也

总是在每次测验后，期盼地问我：

“老师，让我帮您批改最简单的题好

吗？”那一双双明亮的小眼睛，在我

心里真是灿若夜空星。

有的孩子则不然，与同学发生

冲突时，狠命地撕打，被拉开后还不

解气，趁对方不在时，把对方书包里

的书全部抖落地上，再把书包扔出

教室。老师教育，孩子不听，家长有

时还会把责任全推给老师。还有部

分家长，带着孩子与老师擦身而过

却视而不见，更不用说礼貌地打招

呼。家长如此，孩子亦如此。

我们教室的门口有一片小植林，

我常常对着这片绿植感慨：多像我眼

里的这些小可爱，你对它好，它也会

对你好。绝不敷衍，绝不搪塞。它们

就是这样，不矫情，不做作，这也是它

们茂盛的原因吧？校园里的“丛林法

则”或许就是如此。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商丘市第二

实验小学）

如何把展示、创新、坚持和提

升幸福感合为一体？这是我在班

级管理中一直思考的问题。深思

熟虑后，我决定从改进语文作业形

式入手，创办班级小报。

学生创办的前几期小报各具

特色，纸张大小不一，内容侧重不

同，版面布局也各异。为了使小报

更规范，我找来许多报纸，比如《人

民日报》《中国教师报》《语文报》

《枣庄日报》等，让学生仔细阅读和

学习，了解报纸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办报”过程中，为了避免审

美疲劳，我和学生从小报命名、纸

张大小、版面布局、内容甄选、张贴

评价等方面循序渐进，每期都制定

新的目标和要求，这样学生能时时

保有新鲜感和成就感，不断充实、

完善自己的作品。

小 报 名 称 的 确 定 过 程 很 讲

究。我引导学生从儒家的“五常”中

选取“智”字作为小报名称的首字。

因为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中，

“智”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品质之

一。在此，我们取“智”的“使……增

长智慧”含义。然后是小报报名的

字数，我和学生讨论后认为，3个字

的名称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比如

深入人心的《三字经》便是如此。学

生的智慧是无穷的，从他们为自己

的小报拟定的报名可见一斑：《智汝

报》《智吾报》《智生报》。当然，有些

学生没有限于前面条件的约束，拟

定了《敬雅报》《乐学报》《鸿儒报》

《伏枥报》等。

每期小报个人独立完成或两

人合办均可，两周出版一期。学生

自主策划设置的栏目新颖生动，如

“善人善语”“青春舞曲”“安全风

暴”“班会纪要”“德馨人物”“反思

与超越”“我与学科（数、英…）”

等。学生的才华让我折服，学生的

“命令”让我“奉命唯谨”——“希望

所有上交或参评的小报要返还，因

为它是我们的‘作品’”。

教室外走廊上有一面墙，我精

心布置了一下，正好作为作品展示

的园地。周日返校是最热闹的时

候，我与学生齐动手，定位、标齐、

涂胶、粘贴，每个细节都精益求

精。学生把小报创意拼贴成“书

山”“学海”“花朵”“小树”“帆船”等

多种图形。每次张贴的作品都是

一道亮丽的风景，让不少老师和学

生驻足欣赏、品评回味。亲自创

办，亲手张贴，亲身感受赞叹，学生

感到由衷的欣喜、充实和幸福，满

满的成就感。

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自评和

他评。有的学生用便利贴写下对其

他同学作品的真实想法，有的学生

当面争论，也有学生邀请科任老师

对自己的作品提出意见。学生的小

报先后多次在县、市级评比中荣获

一等奖。学校把这一班本课程向全

校推广，并作为才艺成果在有人参

观时进行展示。学生的原创文学作

品多次在《语文报》《中学生》《学语

文》等报纸杂志上发表。

从胡乱涂鸦到规范有序，从注

重表象到深入内涵，从色彩“取宠”

到清新淡雅，从摘抄到原创，从作

业到作品，从“要我办”到“我要

办”。创办班级小报让学生开阔了

视野，陶冶了情操，养成了良好的

动手动脑习惯，培养了实践能力和

创新精神。同时，学生在策划、组

织、书写、绘画、写作、审美等方面

均得以提升。

看到有些知名班主任把学生

的作业珍藏、印刷，我也把每个学

生的小报独立装订成册。书法老

师题写报名放在封面，校长题写阅

览感言放在扉页，我写序言，其中

留出一页让每个学生都签名留

念。然后，我们把个人作品装订成

册，一部个人作品集就诞生了。

为了避免丢失，许多学生选择

把自己的作品集保存在学校图书

馆。而我正在考虑，如何把每个学

生的作品制作成PDF文件，让这一

集文学性、珍藏性和纪念性为一体

的班本课程永久保存。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西

岗中学）

走进美国加州的核桃谷学区，我

们看到了各种肤色的学生。赛勒斯学

校 （Cyrus J. Morris Elementary

School）是该学区的一所公立小学，一

共5个年级，师生比1:16。上几年级

和年龄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他们认为

你的个人能力水平达到要求了，足够

成熟了，就可以到适合的年级学习。

美国教室的功能丰富多样，既是

教室、实验室、电脑室，还是图书馆，

同时也是教师办公区。教学材料、实

验仪器和学习资源都放在教室里，教

师就在教室里准备教学和上课，用什

么拿什么。黑板后面也大有文章，拉

开就是柜子，有分层，可以放很多很

多的东西。美国学校很鼓励阅读，所

以每个教室都会有一个阅读角或图

书馆，教师会买很多书，家长也会捐

书，他们会放上地毯、布娃娃、沙发，

氛围营造得很舒适、安心。

美国的教室大体有这样一些区

域：学生作品展示区、班级规范要求

区、常用知识点区、主题学习区等。

他们还把新学到的知识直接“挂”到

墙上，我们可以看到词语认读和解

释、对数字的理解和简单运用、科学

实验流程，还有对知识的渗透和对

阶段性学习成果的展示。教室布置

不仅仅是优秀孩子的，它属于每个

人，属于这个教室的每一个人，几乎

每个孩子的作品都会被展示，不管

做得好还是不好。

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小很具

体。我们去之前，学校做了一个“友

善周”的活动，他们校园里有许多活

动的痕迹，真的是每面墙都在“说

话”。每天的潜移默化，学生懂得了

很多规矩，规则意识也就越来越强

大，并习惯成自然了。

墙上有如何做一个好公民的关

键词：尊重别人、责任、公平公正、友

善等。对规则的反复强调和要求，

正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制度的重视。

他们崇尚自由，但规则是大家的规

则，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个人的自

由必须在服从规则的前提下才行。

正是对规则的敬畏和服从，我们看

到很多让我们肃然起敬的细节。

在多功能教室，两三百个人听

一个艺术讲座，主讲老师没有用话

筒和扩音器，全场的学生听众一点

声音都没有。

美国学校极少处分学生，爱护

学生的办法之一就是严格的规则

教育和管理。如果学生犯错误了，

教师处理不了这件事情，要报备给

学校一个类似政教主任的人，由他

负责和学生谈话。如果问题很严

重，那么校长会给家长打电话到学

校约谈。

美国的小学教育需要优秀的教

师，任教期间他们必须不断通过进

修更新自己的教师资格证，提升自

己的教育能力和水平。我们走的那

一天，正好是那个学区的 Teachers’

Development Day（教师发展日），全

校学生放假，教师可能会被安排去

听讲座、参加工作坊，其实和我们中

国的培训研修差不多。

我们在校园闲逛的时候，Power

老师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她的教室参

观，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她的教

室。她就是教室的“女王”，对教室

的布置和管理享有绝对的“主权”。

比如这个教室的老师是个瓢虫爱好

者，她的教室里就有很多不同种类

和样式的瓢虫，都是她的私人收

藏。这里特别要讲一讲 Power 老师

班级的考勤区和竞赛区。

考勤区的下半部分，分为“我今

天在”和“我今天不在”两种，每个孩

子来到学校，就把自己的学号移到

相应的区域，比如那一天，班里的 1

号、12号、16号缺勤。

考勤区的上半部分，共有三部

分内容——“我在卫生间”“我和护

理员在一起”“我在办公室”。

在无须问询和打断的情况下，

教师只要看一下黑板就知道学生的

动态和去向。

再来重点说说竞赛区，当时我

很震惊，几根冰淇淋棒、几个夹子就

把学生的胃口吊得牢牢的。每个学

生有三根冰淇淋棒，都写上学号，在

课堂上，学生每天有3次机会可以不

征求老师的意见上厕所，去一次就

拿出一根放到旁边的盒子里。如果

超 出 3 次 ，那 么 要 在 Think- Act-

Reflect（思考—行动—反思）正循环

表上体现。

先来看一下这个动态奖惩表，

从上到下依次：

Hall of fame 杰出人物

I am exceptionally Principled

我超有原则

I am extremely Respectful 我

值得尊重

I am very Cooperative 我有团

队精神

I am Balanced 我保持得不错

I need to Reflect 我需要反思

I need to make a Change 我

需要做一个改变

I need a new Perspective 我需

要一个新的观点

学生的表现就体现在这几个梯

度，他们会用夹子的位置来体现自己

的位置。比如说那些超级棒的同学

已经达到顶峰，那么他的夹子会夹在

哪里呢？答案就是“教师的身上”。

每天获得前几名的学生会得到

教师的一张奖励卡，放进班级的奖

励卡桶，每周教师会进行抽奖，抽到

的幸运学生会得到教师的奖励，每

天都得到奖励卡的学生，被抽到的

机会自然大一些。好表现会得到肯

定和惊喜，这和我们许多学校教师

的做法其实是一样的。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大

关小学）

班级
名片

班级小报班级小报““成长记成长记””
□孔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