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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班主任2019年1月9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❶
中午经过一间教室，见一年轻

教师在大声呵斥，一个男孩耷拉个

脑袋，站在讲台前。其他孩子都正

襟危坐，噤若寒蝉的样子。很显然，

那小淘气可能犯了好大的错儿，年

轻教师都气得涨红了脸。

类似的场景在校园里算是“惯

见”，而我也曾是这样的小年轻。

一张黑白照片忽地在脑子里闪

过，照片中的我才 19 岁。照片是师

父偷拍下的，拍的是我正骂学生时

的模样。那样子，实在丑得很。

师父并无恶意，她只是淡淡地告诉

我：有时，这样当众批评不一定管

用，你可以有更多更好的办法。

之后好长时间，我并没有什么更

多更好的办法。但是，的确减少了大

声批评的次数，也降低了批评的音

量。偶尔发火，突然吼了一句，都会下

意识地看看窗外是否有第三只眼睛。

❷
28 年，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时间

的缝隙里。这缝隙，也是光照进来

的地方。孩子，便是那束光。

冬天，学生小胖一早到办公室

找我，羞涩地掏出半个玉米。

“朱老师，这玉米太好吃了，我

吃一半，你吃一半。”握着热乎乎的

玉米，刹那间，我被暖到了。

毕业季，比我还高的学生筹备

感恩师长告别仪式，深情的告白，紧

紧的拥抱，我被暖到了。

小捣蛋浩浩前一分钟被我嫌

弃，眼泪汪汪地回座位，后一分钟抱

着我的腰，“老师，我好爱你啊”！我

被暖到了……

因为这暖，心生慈悲。渐渐地，

就会设身处地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

考，就会真正俯下身来倾听，就会平

等地对待，就会真正地理解。渐渐

地，学会慈和随顺，心也变得柔软、

澄澈起来，疾言厉色也越来越远。

年岁增长，如今再去审视年少

气盛时的简单粗暴，忽然惊觉，当初

被呵斥的学生内心有多受伤。

❸
思维触电般，把我拉回到 14 岁

那年。

那时上初二，眼睛近视了。可

是，家境窘困，我不愿求助父母给我

买眼镜，只好挨着。

数 学 课 ，老 师 在 黑 板 上 讲 习

题。我预习过，知道所讲的就是书

中例题，就盯紧了书看。估计老师

注意我好久了，突然咳嗽了一下，又

停了会儿，我怕错过了知识点，根本

没抬头。一直到老师突然点我名

字，我才反应过来。

“你觉得自己成绩好，了不起啦”

“还班干部呢！上课不认真，基本课堂

纪律都没有，你配当班干部吗”……

无情的斥责，如山压，如海啸，

如刀割，如针刺。当场，我就哭了。

“还哭！你还委屈了？”

“我没有，我看不见。”我哭得上

气不接下气。

“ 呵 ，看 不 见 ？ 好 啊 ，你 上 台

来！这道题接着往下算！”

瑟缩着，我上台了。这次上台，

不是演讲，不是示范，不是领奖。那

一刻，我觉得自己无地自容。

我抽噎着，把题目做完。老师

瞪了我一眼，没说一句话，粉笔狠狠

地往讲台上一砸，转身走了。

下课铃还没响，我不知道自己

该继续站着还是该下去。我只知

道，我不停地捂着嘴哭。

那 数 学 老 师 ，我 永 远 记 得 。

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他那天为何

当众这般羞辱我。也许对他而言，

那根本算不得什么，但对我而言，这

就是“奇耻大辱”。

我也已经忘了，照片中的我，为

何对那学生如此痛斥，但是将心比

心，我觉得，我欠他一个道歉。

❹
天底下没有不犯错的学生。但

是，当面对学生的缺点和错误时，并不

是每一个老师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批评总是不太受人欢迎。但因

为教师工作的特殊性，我们每天跟

一帮小豆丁打交道，所以教师是使

用批评最频繁的人，正因为如此，更

应该认真研究批评的艺术。

如何让批评变得易于接受，甚

至让批评变得可爱起来呢？其实还

是有更多好方法的：

比如适当放低自己的声音。

现在的校园热闹得紧，学生多，

老师多，活动多，铃声多。加上现在

好多老师喜欢佩戴“小蜜蜂”。小蜜

蜂，嗡嗡嗡，飞到西来飞到东。可爱

倒是可爱，但长期处于这种高分贝

轰炸下的孩子，难免心浮气躁，如何

能平心静气地浸润到书香之中？

如果老师靠嗓门儿高来管理学

生，学生遇到事儿，是否也会动不动

就粗着嗓门儿来面对呢？相反，以静

制动，和声细语，有时反而有无声胜

有声的奇效。长期生活在高音下的

学生，对高音也就有了免疫力，所以

平常轻声细语，偶尔声音一大，说不

定还有点震慑作用呢。

再比如巧用眼神。

眼睛明察秋毫，传情达意，如果

只需要一个眼神可以制止的行为，

就无须大发雷霆。

有个女生上课捏橡皮泥，你不

用有意叫她站起来回答问题，更不

用叫她站起来把橡皮泥上交，而是

用眼神告诉她，这种行为是不应该

的。师生目光相持，她会慢慢红着

脸将橡皮泥悄悄塞进抽屉。从她的

眼神中，你也读懂了“千万不要说给

同学们听，千万别骂我”。如此会

意，也就一笑而过了。

再比如暗示。

每个老师都应该与学生建立一

种相互能读懂的手势或言语上的暗

示。若一进教室，见闹哄哄一团，手

指头从一到三，表示有三秒钟的休

整时间安静下来；若排队，学生讲

话，伸手指划一下嘴，表示小嘴巴关

上。我的一个同事，能够把“同学

们”三个字叫出“万种风情”，且效果

奇绝。当他叫“同——学们”，表示

叫得很正式，事情很严重，老师很生

气；当他叫“同学——们”，表示老师

要卖关子了，好戏在后头，大家注意

听；当他叫“同学们”，学生就意识到

风平浪静，时光静好。类似的暗示

还有许多，学生觉得好玩又有趣，效

果也就有了。

老师们会说：这些手段我们也

用，但是压不住啊！是的，当老师太

难。那么多娃，每个班都少不了一串

“熊娃”，甚至还牵出一串“熊家长”。

即使不吼出内伤，也会憋出内伤。

“千举万变，其道一也”。百样

手段，千种方法，还得立足于老师的

慈悲心。

这慈悲心，就是在接手孩子的

第一天起，你要真心相信每一个

孩 子 都 是 善 的 ，至 少 是 向 善 的 。

他 所 犯 的 错 误 ，并 非 不 可 饶 恕 。

如果你养过孩子，你肯定会同意

我的看法。

班级里，每天都可能会有孩子盛

饭时把饭掉到地上，你要相信他们不

是故意的，只要捡干净就好；总有个

别孩子排队时会挤眉弄眼，甚至推搡

两下，你要相信他们不是故意想惹你

生气，他们只不过好动而已。眼神提

醒，最多说一声“小心些”就好……

❺
每个孩子都应该被温柔以待。

如果你坚持这样做，几年后你

会发现，你曾经怎么对待他们，如今

就怎么被他们对待。

亲其师，信其道，这是颠扑不破

的真理。如果每个孩子都相信自己

的老师是爱他的，即使是批评，也能

感受到这份爱，那么我们的批评才真

正能抵达他们的内心。否则，声嘶力

竭，只能暴露老师的无能和无奈。

不由得想起了陶行知先生“四

块糖”的故事。作为一校之长，陶

行知在看到学生犯错时，没有摆出

高高在上的派头，也没有声嘶力竭

地吼叫，更没有武断粗暴地拳脚相

加，而是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尊

重学生的人格和尊严，以诚相待，

通过四块糖果，以表扬的方式委婉

地提出批评，这种独具匠心的批评

艺术触动了学生，收到了良好的教

育效果。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

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陶行知的这

句话，值得我们时时温习。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卖

鱼桥小学）

近年来，许多学校的教育观念

正在转变，但在班级管理中往往还

会忽视学生的主体性，这导致许多

“接受能力较慢”的学生沦为了“好

学生”的“背景”。

班级就像一个微型的社会，在

这个社会里每个学生都应该有自己

的分工，也应有彼此间的合作。通

过项目管理的方式，让每一个学生

自主管理、自主学习，让他们拥有展

示自己的机会，让他们在学校得到

个性化发展。在中小学阶段，让孩

子有职业生涯的初期体验，也有助

于他们找到自己的兴趣和方向，为

他们未来进入社会打下基础。

如何打造属于自己的班级微社

会？可以优先考虑班级文化的营

造。我们会为自己的班级微社会命

名，根据名称特点布置别具一格的

社区文化，如有的班级学生特别喜

欢阅读童话，就取名为“童话城”；有

的班级喜欢猫，他们的班级社区就

取名“猫的空中之城”。

社区名称的确定让孩子们打心

底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每个学

期伊始，孩子们都会根据班级文化

特点主动布置教室。不仅如此，班

级的板报、名言板、走廊白板每个月

由社区的“美术义工”（会画画的学

生）轮流负责设计，并配上一名小小

解说员。

班级管理许多细枝末节的工

作也交给孩子自己负责。例如，植

物交给“绿化师”，卫生则由“清洁

部长”总负责，每当有大型活动时，

“策划师”“采购主任”“宣传员”就

开始忙碌起来。自从班级多了这

些职位，每个人渐渐有了责任感，

大家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别

人认同自己。久而久之，学生感受

到——原来参与班级管理是那么

有趣，那么有成就感。

“我是社区绿化师，班级的绿植

都由我来照顾。每天我都会按照社

区植物的习性为它们量身打造‘成

长攻略’，比如喜阴的兰花放角落，

喜阳的榕树摆阳台，胖胖的多肉少

喷水……你看他们长得多可爱啊！”

四年级魔法森林社区的林美佳自豪

地介绍自己在班级担任的职位与工

作日常。

在班级里，我们依据微社会组

织形态，通过设立项目负责人对班

级学习、纪律、卫生、食育、财商等进

行管理，并根据岗位对每个负责人

进行上岗培训，让参与管理的学生

熟悉各自的检查评价内容、扣分准

则及记录的方法等。例如，每天“清

洁部主管”需要对班级的卫生情况

进行打分汇总，对做得好的小组给

予积分奖励，对做得欠佳的小组提

出整改意见，并在第二天跟进检

查。“食堂主管”需要对班级每天的

用餐情况进行汇总，提醒用餐时有

浪费、讲话等行为的同学。班主任

则变身为“社区主管”，经常检查并

指导各项目主管严格按照规定记

录，定期翻阅记录本，掌握学生动

态，适时提醒违反条规的学生。自

从有了项目主管责任制，每个学生

都能在班级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从而真正参与到班级管理中来，做

班级的主人。

每周五下午第三节课，我们会

召开“公民大会”，进行微社会一周

调研汇总。总得分高的小组用小旗

展示在社区星级墙上，而全班汇总

的星级少年、优胜小组结果用照片

展示出来，贴在走廊的白板上。学

校定期对优秀小组进行表彰。每周

汇总结束后，得分最多和最少的项

目主管还要面对全班学生谈体会，

说说自己今后的打算。

自从学校实施了微社会管理，

班里的每一个学生都有了竞争的

意识和自觉遵守纪律的意识。班

级管理项目负责人和课堂小组长

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班主

任的工作负担，学生能自觉遵守纪

律了，打闹的现象减少了，变得懂

礼貌了，物品摆放整齐了，能积极

参加学校活动了，集体荣誉感强

了，他们自觉学习的良好习惯也在

逐步养成。

班级微社会只是我们在班级建

设方面的一小步，最终的目标是让

学生真正成为班级的主人，人人都

成为这个微社会的建设者。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州市武

进清英外国语学校）

让班级与众不同
□丁亚峰

一个优秀的班主任，除了应具备爱

心、责任心之外，还必须拥有一些先进、

独特的教育理念。每接一个新班，我都

会努力让学生焕发出不一样的精彩。

开学第一天创造精彩

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开

学第一天，即便是最厌学的孩子，也对

新学期充满了期待，渴望得到老师足够

的关注。

为此，开学前一天我会做好足够的

准备——前后黑板上的欢迎词、教室的

布置、绿色植物的摆放、新学期的培训

计划等。从接班的第一天起，我就努力

通过不同途径传递自己的教育理念，长

期坚持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班级特色。

用文化经营班级

一个班级就像一个人一样，要有思

想，有性格，有精神追求。这些必须依

赖于文化建设。

无论带哪个班，我都想给孩子营造

一个和谐、向上、积极的环境。我始终

认为，班级管理必然要经过一个从“人

治”到“法治”再到“自治”的过程。自治

是班级管理的最高境界，也是我努力的

方向。我所带过的班级虽然取得了一

点成绩，但还未达到“自治”这个境界。

我希望培养的学生能够实现自主

学习、自我管理，老师在与不在都一个

样儿。为此，在班级文化建设方面我们

提出了“快乐学习，健康成长”的班级理

念，让每个学生爱老师、爱班级、爱学

校，来到学校感到幸福快乐，这样才有

动力学习。我的要求是，站在教室的门

口，从每个方向看过去，景色都要赏心

悦目，每个墙角都在说话，都在育人。

我们努力践行人人育人、事事育人、时

时育人、处处育人的“四育”理念。

让后进生当课代表

新学期开始，我都会向各科任教师

推荐一些学生担任课代表，各科任教师

一般都会有同样的表情——惊诧。因

为我推荐的都不是“优秀生”。

以我多年的经验，后进生的转化快

慢，与是否委以“重任”有很大的关系。

对后进生委以重任，一是体现了老师对

他们的信任，容易激发他们的学习潜

力，调动其积极性；二是当课代表能够

与老师经常接触、交流，便于老师有针

对性地辅导和个别培养，能促使后进生

的薄弱学科迅速提高，并能与老师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

换位思考

有人说我能与所有家长都友好相

处，再调皮捣蛋的学生到我这里都不是

问题。其实我总结了一下，无非就是在

工作中尽量做到换位思考。

遇到问题时，我都会站在家长的角

度理解他们，站在学生的角度体会他们

的感受。奇迹的产生就在于根据孩子的

特点因势利导，把缺点看作特点，进而转

化成优点。即便是学生的错误，我们也

要以宽容的心态和欣赏的眼光寻找其中

的亮点，变成特长，形成特色。将后进生

转化并使其进步，那才是我们工作的价

值所在。

推心置腹的交流

一次班主任培训时，教授问：这学

期你和你的每一个学生都进行过推心

置腹交流的请举手。我很激动但没举

手，那是我的日常工作之一。

我和学生交流大多时候坚持一对

一模式，一般从开学前的“谈心计划”开

始。根据掌握的情况，我首先将“特殊

学生”作为重点谈心对象。一次，我找

了6个学生，让他们放学后到办公室，然

而有两个学生直接跑了。找来一问，他

们义正词严地说：“我们又没犯错，凭什

么找我们谈话？”我说：“一定是犯了错

才谈话吗？老师就不能与你们谈谈心

吗？”谈完话后，效果很好。

之后，谈心交流逐渐拓展到每一个

学生，兴趣爱好、家庭状况、学习规划、

困难困惑、希望要求等都是我们交流的

话题。在一次次朋友式的交流中，师生

的心贴得更近，关系变得更融洽。即使

那批学生毕业了，班级不在了，但班级

的精神永在。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咸阳彩虹学校）

班级
合伙人

每个孩子都应该被温柔以待每个孩子都应该被温柔以待
□朱丽萍

班级是个“微社会”
□蒋静娴

班级
名片

1. 你所带的班级有哪些特色？

我们班的特色就是“一心一意”。何谓一

心？一颗天使般的心，把孝心献给父母，把爱心

留给他人，把信心留给自己。何谓一意？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

一颗孝心不是说有就有的，那就需要鼓励学生

坚持在家做家务，写一份日记，读几页好书；一颗爱

心如何培养？建设文化小组和文化班级，把班级经

营成一个家，让学生能悦纳自我，爱自己也爱别人；

如何增强自己的信心？每一个学生走上讲台，讲述

自己的故事（也欢迎家长走进教室，讲述自己的人

生经历），这个过程中，每个学生都会逐渐走向一个

自信的自我，其价值远远大于考试成绩。

2. 你的带班理念是什么？

一心一意班的核心文化：师生一起做更好

的自己。

我坚信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

生。要求学生做到的，最好自己先做到。这些

年，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从最初的不读书到借

书读，再到购买自己喜爱的图书，我发现自己的

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渐渐趋向平静。这些书

更加坚定了我行走的方向：求真、向善和唯美。

3. 处理班级问题，你有哪些小妙招？

最简单的小妙招就是学生发生矛盾时，让

双方书写事件的过程，他们交换阅读，然后认

识自己的不足。

4. 对你班级管理或专业成长影响较大

的书是什么？

陈宇的《你能做最好的班主任》和郑立

平的《把班级还给学生》。

5. 如果给你足够的时间和权力，你会将

自己的班级变成什么样？

家校联手，培养认真学习、自主独立、自

信积极、快乐感性的学生。

6. 学生的哪句话或哪件事曾让你心

灵触动？

“嘘，老师睡了”。

7.你最希望自己拥有哪种才华？

演讲和习作。

班主任 问7 王志林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张家楼小学班主任

我和你我和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