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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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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需要练就的关键能力班主任需要练就的关键能力

班改解码班改解码

“不是铁器的敲打，而是水的载歌载

舞，使粗糙的石块变成了美丽的鹅卵

石。”在班级管理中，如何达到这样的境

界？或许，你需要关注本期班主任的这

5项关键能力和14个基本问题。

年轻班主任的
成长之路

□李 钊

刚刚步入工作岗位的班主任都

会有一腔热情，特别渴望成长，然而

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怎样才

能有效成长？我觉得，年轻班主任不

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恋上阅读。阅读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我建议大家先从专著入手，可

从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

开始读起，最好是反复研读。接着，

就是国内比较知名的班主任的著

作，他们宝贵的经验会使你对班主

任工作豁然开朗。对于阅读方式，

可以尝试先个人阅读自主批注，到

提出问题请教讨论，再到结合实践

勤于反思。我曾受阅读的启发，把

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观点“儿童的

智慧在他的手指尖儿”进行实践，在

班里首次开办“开心农场”，孩子们

闲暇时勤于耕作，养鱼嬉蟹，开心于

农场，他们幸福的笑容至今还历历

在目。

走向教育叙事。不 要 一 提 写

作，班主任就变得很为难，给自己贴

上“词穷”的标签。这里的写作主要

是记录与班主任工作有关的教育叙

事或随笔。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就

会有丰富的素材，不要总因为自己

的惰性让那些鲜活的文字流走，等

到再想写时绞尽脑汁回忆，却落得

支离破碎、索然无味。万事开头难，

只要你迈出第一步，事情往往就会

比想象得简单。如果能持之以恒，

你会积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的专

业水平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升。

进一个专业圈。专业圈，我认为

是很重要的一点。近朱者赤，让别

人的气场影响自己，吸取精华则事

半功倍。其实，一开始的带班之道

是有“捷径”可走的，模仿就是一个

很重要、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你

心中应该有一个目标，给自己寻找

精神导师，努力成为他们那样的“老

班”。你要把自己润泽在他们的精

神里，在工作中实践之后往往会获

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你不要担心别

人说你是学某个名家的，你完全可

以不加避讳大张旗鼓地说：“对，我

还真是学的他们。”怎样寻找这样的

精神导师呢？如果你所在的区域有

名家，那是再好不过了，这就为你提

供了面对面交流学习的大好机会。

没有这样的优势，你也可以从名家

的著作中汲取营养。

经营有温度的班级。班级应该

是学生乐在其中的暖屋，班级应该是

五彩缤纷的，有吸引学生的内涵，学

生愿意在这里学习、成长、分享快

乐。在班级这块小田地，也许没有漂

亮的装饰、先进方便的设施，但要有

暖融融的情意。班级应该是开放、有

温度的家的感觉，能让学生置身其中

积淀一些东西。在我们的“家”里，就

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学生闲暇时打理

打理小农场，观赏嬉戏的小金鱼，寻

找藏在贝壳下的小螃蟹，增添了几分

生活的乐趣；爬山闲步，游走于山谷

中的核桃林，嗅一嗅家乡的丰收味

道；给铲除路面积雪的父母送去温

暖，感恩无处不在……

班主任的成长一直在路上，方法

也是多样的，尝试着从这几个方面融

合进取，我相信精彩就会陪伴我们的

每一天。这样的话，做班主任又何尝

不是一种幸福？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南市长清

区孝里镇广里中心小学）

教育家陶行知说过：“评价一个

学校，首先要评价校长。”同样的道

理，评价一个班级，首先要评价班主

任。如何提高班级管理能力，成为

一名合格的班主任？在我看来，班

主任应具备以下五大关键能力。

一是全面了解学生的能力 。

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是一名班主

任的基本工作要求，班主任既要做

到了解全班学生的整体情况，又要

做到对每一个学生的实际情况有

所掌握。只有这样，班主任才能够

准确地确定班级的发展方向，并且

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

最终实现学生的个性成长和全面

发展。

二是善于激励学生的能力。班

主任只有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对

待学生，才能使学生对教育充满期

待心理，才能促进全体学生的健康

全面发展，才能提高班级管理的效

益。此外，班主任的评价要有激励

性，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树立自

信，激发学生的“斗志”，提升班级发

展的内驱力。总体来说，班主任只

有对学生正确进行评价，教育才会

显现出其教书育人的本质。

三是转化后进生的能力。在教

育和感化后进生的过程中，班主任

的实际行动是无声的教育，也是最

有意义的教育。因此，在平时的教

育教学中，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班

主任自己首先必须做到。班主任以

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后

进生，再加之后续及时的教育引导，

最终带给他们心灵的震撼，使他们

潜移默化发生转变。此外，班主任

也要学会抓住有利时机。比如，在

学生跃跃欲试、正待奋起时，你能送

去及时的鼓励；在学生深陷迷途、寻

路不得时，你能给予及时的指点；在

学生失群、深感孤独时，你能及时给

予关怀，送去温暖；在学生犯了错

误、深感内疚时，你能及时给予语重

心长的劝告和引导。抓住这些机

会，就可以很好地在情感上与后进

生建立交融的基地，搭建心灵沟通

的桥梁，最终实现后进生的进步与

持续发展。

四是选拔、培养学生干部的能

力。一个班级的集体面貌如何，很

大程度上是由班干部决定的。选拔

和培养好班干部队伍，放权给他们，

达到学生自治的效果，班主任工作

也能从繁重走向简单与轻松。如何

建立一支良好的班干部队伍？这是

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

班主任在选拔班干部的过程

中，首先要对全班学生有一个总体

了解，可以通过学生推荐和班主任

调研，将班里能力较强、认可度较高

的学生筛选出来，再根据每个学生

的个人选择和班级的考察讨论确定

其担任的职位。之后，班主任通过

科学的培训指导帮助学生干部迅速

进入角色，引导班干部团结、高效完

成工作，创建班级学生竞争机制，完

善班干部定期考核制，实现班干部

队伍高效有序运行。

五是组织班级活动的能力。班

级活动组织的成功与否关系着学生

的团结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好的班级活动可以给学生营造一个

良好的学习气氛并促进学生的成

长。班主任要从班级的实际情况出

发，确定科学合理的活动内容，引导

学生制订周密的活动计划，确保活

动高效有序实施，充分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让学生在活动中成长。

这五大关键能力是对班主任的

基本要求。但在班级管理工作中，

班主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

将其归纳为 14 个问题并尝试进行

解答：

1.新接一个班级，班主任
在开学第一周应该做好哪些
工作？

在开学前了解每个学生的档

案，根据档案和学生自荐，全班学生

选好班委、课代表；组织学生开好第

一个班会，用最短的时间了解学生

家庭和学习情况，组织学生拟定班

规，确定班级目标；在第一周结束时

组织学生总结一周班级情况并召开

一次任课教师协调会。

2.班里有几个调皮学生正
在形成班级的“非正式群体”，
你怎样处理？

对于这些学生，班主任要做到

“擒贼先擒王”，通过交流、沟通，深

入了解学生的情况，找出学生的优

点和缺点，对其予以持之以恒的关

注和关心。在日常管理中分割他

们的“势力”，不断放大其优点，对

其给予表扬、鼓励，树立学生的自

信，帮助学生改正自己的缺点，引

导 他 们 融 入 班 级 ，促 进 班 级 的

团结。

3.班级有部分学生来自离
异家庭，你怎样协助这些学生？

对于这些学生，班主任要充分

了解他们的特点，关注他们的心理

状况，多用爱去呵护他们，带给他们

来自老师和集体的温暖。同时，班

主任要多与孩子的父母沟通，让他

们给予孩子尽可能多的关爱。

4. 个别学生家长袒护孩
子，而且对你的教育方式不接
受，不配合你的班级管理时，你
会怎么办？

遇到家长不理解时 ，作为班

主任要积极与家长沟通交流，介

绍你的教育方式，并请家长对你

的班级管理方式提出意见，根据

其意见有针对性地交流解释，使

家长明白班主任的努力是真正为

孩子负责，从而取得家长的理解

和支持。

5.个别学生对你的管理持
反对意见，处处跟你作对，你怎
么办？

针对这类学生，班主任可以私

下与其真诚交流、沟通，认真倾听

孩子的心里话，找准问题的突破

口，对症下药，使得这类学生能够

接 受 你 的 管 理 并 积 极 融 入 班 集

体。同时，对于这类学生我们要给

予充分的认可，主动发现其优点，

并 及 时 提 出 表 扬 ，帮 助 其 树 立

自信。

6.学生干部做了一件严重
违反校规的事，而你在处理过
程中却错怪了一个调皮的学
生，这时你怎么办？

对于这样的情况，班主任应该

及时向全班学生澄清事实，并向当

事学生诚恳道歉，做好心理疏导工

作，对违纪班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并

借机对全班学生进行教育，保证管

理的公平性和实效性。

7.班里的女生过度喜欢打
扮，与几个男生来往“密切”，你
怎么处理？

对于这类情况，班主任可以通

过召开专门的主题班会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

正确的审美风气。与相关学生私

下交流、沟通，让她们认识到自己

的问题所在。同时在日常的班级

管理中，借助丰富多彩的班级活

动，让这些学生在活动中发挥特

长，通过转移精力，最终实现学生

的完美转化。

8.班里有几个学生总是迟
到，影响班级荣誉，你怎么
处理？

对于经常迟到的学生，班主任

应该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时间观

念，在日常班级管理中培养他们守

时的习惯，注重培养他们的集体荣

誉感，让他们充分认识到由于自身

的迟到问题对班集体带来的不良影

响，并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

行为。

9.近段时间你们班的纪律
涣散，各科教师反映强烈，你怎
么处理？

对于这类情况，班主任可以利

用主题班会等形式形成正确的舆论

导向，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同

时，班主任可以与“问题学生”进行沟

通，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帮

助其改正错误。还可以通过与任课

教师沟通和交流，共同联手教育引

导，发挥班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形

成教育合力，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

10.学生上课与任课教师
发生冲突，班主任需要怎么做？

班主任首先冷静评估事态的

发展程度和影响，并作出判断是

否需要马上介入。如果任课教师

能够自己处理好与学生之间的冲

突，班主任就不要插手，因为此时

的课堂是科任教师把握，要尊重

任课教师；如果任课教师与学生

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班主任应

当马上介入，将学生先领出教室，

让任课教师平复心态继续教学，

不要影响教学进度。然后把学生

领到安静的地方，让对方慢慢冷

静下来并了解大概情况，待到课

后通过双方了解具体情况，进而

对事情进行处理。在尊重科任教

师和学生的基础上耐心了解问题

的症结。

11.如何对家庭困难学生
给予更多的支持？

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大多有些

自卑，班主任要给予他们充分的关

爱和关心，用爱心呵护他们尽早融

入集体；引导学生拥有远大的志向，

树立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意识，

让班级形成团结互助、互帮互爱的

班风，让所有学生感受到班级的

温暖。

12. 如何帮助自制力较差
的学生？

对于自制力较差的学生，班主

任可以通过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兴趣

爱好，提高他们的专注能力。同时，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适时提醒、督

促，对于学生的优点及时表扬、鼓

励，进行持之以恒的教育引导，不断

提升学生的自制力。

13.如何培养学生自主管
理的能力？

学生自主管理能力的提升对

一个班级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

作用，作为班主任，在日常班级管

理过程中，通过对班干部的培养

和引导，不断提升班干部的管理

水平和管理能力，发挥班干部的

带头作用，通过建立表扬鼓励机

制，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

引导学生自主组织开展活动，提

升他们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自主管

理意识……利用这些方法，为学

生的自主发展和自主成长奠定良

好的基础。

14.如何营造良好的班风？

一个优秀的班集体必然是班

风正、学风浓，没有良好的班风学

风，其他一切都是空中楼阁。班主

任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可以通过组

织班会、家长会等主题教育活动净

化学生心灵，激发学生活力，引导

班级发展方向。此外，班主任还可

以通过与任课教师合作，形成教育

合力，充分发挥班干部的示范引领

作用，多管齐下，形成良好的班级

风气。

作为一名班主任，我非常喜欢3

句名言。知名班主任孙维刚说：“一

个孩子的进步与徘徊，常常维系着

一个家庭的进步与痛苦。”特级教师

魏书生说：“一个成功的班主任不会

为难任何一个学生，也不会放纵任

何一个学生。”印度诗人泰戈尔说：

“不是铁器的敲打，而是水的载歌载

舞，使粗糙的石块变成了美丽的鹅

卵石。”

学生的心田是一块神奇的土

地，你播种思想，他收获行为；你

播种行为，他收获习惯；你播种习

惯，他收获性格；你播种性格，他

收获命运。所以，班主任工作虽

然琐碎而繁重，但又充满无尽的

幸福。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宜川中学）

□李江波

给班主任的给班主任的建议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