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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2019年6月12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创意
班会课

先锋车站
□□卜璐瑶卜璐瑶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

坐和谐号动车组列车，我代表列

车全体乘务人员向您问好，祝您

旅行愉快！”“先锋车站”在一节班

会课上正式成立了，这是我们的

管理员小刘在报站。

小刘是班里的一个小车迷，

一直对各种车有着强烈的爱好，

与 汽 车 、火 车 等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他画的车千奇百怪却又栩栩

如生，有真实存在的，也有想象出

来的。折纸汽车是他的一门绝

技，10 岁的他已经折出了 2000 多

个纸车模。可这样一个孩子的内

心却异常敏感，不善于与人交往，

更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比如：

他很想和班里的一个男生一起做

游戏，可别人拒绝他时，他就躺在

地上撒泼打滚，搞得别人不知如

何是好。当几个学生聚在一起聊

天时，他总认为别人是在说他坏

话……

如何让这样一个有天赋的孩

子融入班级呢？

我找来班委一起商量对策，

有班委说：“他不是画汽车很好

吗？我们可以让他帮忙画汽车，

作为班级文化的装饰品。”另一个

班委说：“可是我们往哪里贴呢？

随便粘贴又不好看。”“我们可以

给他找一个地方专门展出。”

听着大家的讨论，我觉得方

法很好，但这样好像又成了他自

己干自己的事情，还是没有办法

让他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道出

我的困惑后，班长提议说：“这样

的话，能不能把我们的先锋中队

与他的汽车联系起来。”我恍然大

悟：不如以车为专题，利用班名

“先锋中队”，成立“先锋车站”，站

长是各位老师，列车员是学生，每

个小组就是一辆列车，比赛哪辆

列车跑得快，以此作为班级评价

的背景，而小刘就做这个评价板

块的总设计师。

想法一出，得到了各位班委

的认可，于是“先锋车站”的准备

工作就开始了。小刘给每个小组

画一辆不一样的车型，并在车身

贴上小组名字和组员名单。班级

文化部着手画车轨和站牌。每周

评比中，被评为“先锋列车”的小

组向终点站前进一站，每个站都

有相应等级的奖励，一个月总结

一次。而小刘则是这个“车站”的

管理人员，保证“先锋车站”的每

辆车都是崭新的，比如哪个小组

的车有破损了需要重新设计，都

可以找小刘帮忙。

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利用

班会课给大家公布了“先锋车站”

的形式和原则，也任命了小刘的

职务，最后由小刘宣布“车站”正

式成立。“先锋车站”的故事就这

样拉开了帷幕。

利用小刘的长处丰富班级文

化，这样一举两得的事情确实给

班级带来了一些生机，现在我们

经常能看到小刘忙着给小组设计

各种车型，也有组长主动与小刘

一起商量小组的列车模样。当

然，小刘与他人交流的问题并非

这一件事就能解决，他依然还有

各种各样的“事故”发生，不过这

件事确实给他带来了一定的积极

影响。

前几天，小刘又因与同学一

言不合趴在地上不起来，怎么劝

都不管用。这时，班里的一个女

生走过来：“你还是不是‘先锋车

站’的管理人？”

“是。”小刘趴在地上，抬起

头说。

“是就赶紧起来，你这样子真

给‘先锋车站’丢人。”

没想到，他还真一股脑爬了

起来，嘴里念念有词地说：“对，不

能给我的车站丢人！”

先锋列车还在继续向前开，

“先锋车站”的每一位列车员都在

努力推动列车，车上将有更多的

故事成为孩子们美好的回忆。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

郑中国际学校小学部）

学校举行篮球比赛，我们班的学

生个人水平是级部中公认最高的，可

最终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原因

很简单，我们班学生在比赛中缺少合

作，都是拿球“单干”。我抓住篮球比

赛这个契机，召开了一次《成功从合

作开始》的主题班会课。

上课伊始，我用多媒体设备播放

国内龙舟比赛的视频，同时播放歌曲

《众人划桨开大船》。随后，我向学生

提出了第一个问题：“通过观看赛龙

舟和欣赏歌曲，你们有什么感受？”这

个问题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感悟到

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为了让学生亲身体验合作才能

取得成功，接着我设置了一个“二人

三足”游戏，由于一节课时间有限，

我随机用学号叫出 10 名学生，让他

们寻找合作伙伴，其他学生当裁判

或计时员。

游戏进行得很顺利，我根据比赛

用时排出了1至10名，然后向学生提

出了第二个问题：“观察这个名次，你

们有没有什么发现？”有学生给出了

答案——配合越默契的团队用时越

少，名次越靠前。

设置这个游戏的目的，就是让学

生亲身感悟到：“二人三足”游戏中，

合作是成功的主要因素，只有密切合

作才能取得好成绩。

游戏结束后，我在黑板中央用大

大的字号写下了本节班会课的主要

内容——成功从团结合作开始。

我向学生提出了第三个问题：

“根据你们学过的知识，讨论并说出

有哪些通过合作获得成功的事例？”

喜欢历史的学生说出了“中国共产党

与国民党团结合作打败了日本侵略

者”，喜欢数学的学生说出了“三角形

的稳定性靠三条边的合作”，喜欢体

育的学生说出了名目繁多的体育项

目需要合作才能取得好成绩……我

将其一一书写在黑板上。

头脑风暴后，我立即把思绪拉

回现实，接着提出第四个问题：“同

学们说一说，我们班有哪些因为缺

乏合作而没有取得成功的事例？”

学生的回答与我的设想差不多，基

本上是三个方面：一是篮球比赛因

为缺少配合没有取得预想的成绩，

二是黑板报评比因两个学生各行

其是没有获奖，三是分组学习中没

有合作。

根据班会课的进程，学生对合

作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缺乏合作意

识和行动，于是我设计了第五个问

题：“合作如此重要，我们缺少合作

的原因是什么？”学生谈到了自我意

识严重、缺乏合作意识、认识不到合

作的重要作用等原因，但也有学生

说，“老师不能平等对待学生是我们

不合作的原因之一”。这个答案让

我有些意外。

我把这些原因一一列在黑板上，

并在涉及教师的那个原因下画了着

重线。设计第五个问题的目的是让

学生学会反思，学会思考深层次问

题，便于今后主动改正。

再多的铺垫，为的是运用，我

设计的第六个问题是：“合作如此

重要，我们该如何进行合作？如何

在小组学习中合作？”有了前面的

铺垫，再加上我的引导，学生很容

易说出了合作的方法——一要具

有合作意识，二要尊重他人，要欣

赏别人的长处，三要包容他人，四

要平等合作……

设计第六个问题的目的，在于引

导学生学会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便

于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真正运用。

第六个问题完成后，我对本节

班会课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并布置了

课后作业，根据黑板上的板书和学

生一起回忆、复述了本节课的主要

内容。课后作业是写心得体会——

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如何进行合

作？其实，总结和作业的目的在于

加深记忆、巩固提高。

班会课结束前，我再一次打开多

媒体设备，播放歌曲《团结就是力

量》，师生齐唱，进一步深化本节班会

课的主题。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大坞

镇峄庄中学）

我和你我和你

1.你所带的班级有哪些特色？

（1）爱每一个学生，让每个学生都

感受到爱。现在的孩子基本都不缺

爱，但缺少感受爱的能力，也正因为缺

少这样的能力，所以将长辈的爱视为

“管得宽”。我会引导孩子成长为有

爱、会爱、懂爱的好少年。

（2）越努力越幸运，要坚信天道

酬勤。作为老师，我们能帮助学生

的是给他们更多的指导、鼓励和陪

伴。想要赢得足球赛，我就陪他们

踏上绿茵场；想要赢得田径冠军，我

就陪他们跑上赛道；想要成为书香

班级，我就和他们一起阅读……过

程如此努力，结局亦不会太差。

2.你的带班理念是什么？

可以内敛但不可自卑，可以自

信但不可自傲，可以不全面但不可

不闪光。

3.处理班级问题，你有哪些小

妙招？

（1）明确班干部的职责，让每个

人都有所担当。开学初构思好班级

职务，与学生讨论确定岗位后，让他

们每人自己报岗位，真正做到“学生

参与管理、人人参与管理”。

（2）明确告诉每个学生，老师很

喜欢你们，喜欢你们每一个人，只是

有时候不喜欢你们的某些行为。

（3）“平视谈心”。当孩子出现

问题时，让对方搬一个小凳子坐在你

身边，你们彼此的眼神在同一水平线

上，这样气氛会缓和，地位更平等。

4.对你班级管理或专业成长影

响较大的书是什么？

《心平气和的一年级》《给我一

个班，我就心满意足了》《芬兰教育

全球第一的秘密》《窗边的小豆豆》

《孩子，你慢慢来》……

5. 如果给你足够的时间和权

利，你会将自己的班级变成什么样？

打造成“巴学园”。开辟种植

区，教学生学会生活；开辟阅读区，

让学生沉浸书香；开辟职业体验区，

让学生有明确的目标……

6.学生的哪句话或哪件事曾让

你心灵触动？

一位男生给我的留言条上写

道：“曾经我一度以为老师会偏心某

些同学，直到那次您对我说‘机会是

要靠自己争取的’，我才明白您对每

个人都是很关注的。”

7.你最希望自己拥有哪种才华？

希望能知晓中国历史，博古

通今。

班主任 问7 王悦 陕西省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孔令洲

班会课上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

随着年龄和教龄的增长，我要拿

什么笃定地站好讲台？这成了盘旋

在我脑海的一个问题。随着深入的

学习和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逐渐清

晰起来。我学到了许多班级管理的

策略，班级管理的内容也日益丰富。

随着颁奖仪式、主题讨论、积分刮刮

奖等班级微活动的蓬勃开展，班级生

态也越来越好。但我发现，家长把孩

子的问题全抛给了我，有袖手旁观的

趋势。这可不行！

我深知，家长才是孩子成长路上

最大的助推器。可是，要怎么做才能

发挥助推器的作用呢？

家访中我发现，许多家长拥有一

技之长，有的家长本身就是行业的佼

佼者，他们懂的、会的恰恰是我这个

班主任所不懂的，也是课本上没有

的。如果能把这些资源为我所用，那

该多好啊？同时，不少家长也想了解

学校教育，为孩子的学习出点力，但

苦于没有路径。家长的资源我想用，

家长想走进学校了解孩子却无门，我

恰好可以搭建一座桥啊。其他班主

任在做的“故事爷爷进班级”的活动

给了我启发，我想把家长请进学校上

生活班会课。

在得到学校的支持后，我召开了

班级家校沟通研讨会。会上，我把我

在班级管理中已经做的、正在做的和

想要做的向家长作了汇报，并诚恳地

请他们也能走进班级，走上讲台，给

孩子们讲讲他们的生活经历、工作技

能，甚至是拿手的生活技能。一番讨

论之后，大家推选出“家长四人团”联

络员，初定了家长课堂的时间和频

次。当我把学生需求的调查结果发

给“四人团”后不久，家长课堂第一讲

就开讲啦。

第一讲的主题是“品味生活”，具

体内容是邱妈妈带来的是蔓越莓饼干

的制作。让我没有想到是，做服装辅

料 的 她 ，为 这 堂 课 制 作 了 精 美 的

PPT。讲到关键处，邱妈妈把带来的

半成品交给学生，让他们上台操作体

验，孩子们非常兴奋。一堂课结束，邱

妈妈由衷地说：“走上讲台不容易。”

邱妈妈上了一堂课后，学生小邱

突然之间像换了个人似的，作业拖拉

的现象很少了。

那个学期，我们班举行了 4 次家

长课堂，从品味生活到暑期安全教育

等，也就在那个学期，学生的学业成

绩有了惊人的进步。

陈爸爸主动申请上家长课堂，他

是做冰箱导线的，在业内很有名气。

那堂课上，他制作了专业的PPT，向孩

子们介绍了冰箱制热制冷的原理，还

分享了自己研发酸奶机的经过。他

说：“没文化，真可怕。”这句话成了班

级那段时间的流行语。陈爸爸在家长

课堂上告诉孩子们：“站在讲台上的不

是你要恨的人，而是给你知识的人。”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满是温暖。

有意思的是，对学习一直“偷工

减料”的学生小陈，在这堂课后精气

神明显好转，对学习的热情有了，还

愁学业不上进吗？小陈妈妈说，他爸

爸能来上课给足了他面子，让他有了

自豪感，自豪感激发了他的进取心。

孩子的进步也影响着家长，参与

家长课堂的人越来越多，愿意上台讲

课的家长也越来越多。

中考结束后，我决定为学生举行

一场家长共同参加的班级毕业典

礼。我把设计好的方案给了“家长四

人团”。他们让我安心做学校的事。

就这样，从班级布置到节目排练，都

是家长带着孩子在准备，我则安心地

准备着学校的毕业典礼。那一天，我

们班的表现最出彩，家长指导孩子们

摆出各种姿态，留下了青春年少的美

好身影。

中考成绩出来后，家长们纷纷向

我表示感谢，但我知道，真正起作用

的还是家长，还是原生家庭的那股无

形力量。一个班级，三年里换了三位

数学老师、两位英语老师……但是，

没有一个家长不满，没有一个家长挑

刺，大家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都想着尽力带着孩子往前走。

送走了一届学生，家长课堂还要

不要做呢？当然要！

如今，我坚持做着家长课堂，也

寻找到了一群班级管理合伙人，他们

把插花艺术、急救常识等许多生活知

识、行业技能带进了课堂，学生了解

到了书本上没有的内容。家长说，只

要是真正为了孩子成长的事，他们都

愿意做。

家长课堂丰富了班会课的内容，

也拓展了班级管理的思路，更营造了

家校共育的良好氛围。家长课堂的实

践让我明白：家校合作是要班主任主

动出击的；家长参与度越高，投入的感

情就越多；班级管理需要家长合伙人。

一路走来，我也渐渐明白：教育

是人对人、心对心的事，在与学生相

处的几年时间里，我们或许等不到家

长的主动配合，但我们可以做那个打

开家校合作之门的“开门人”。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熟市第一中学）

班级
合伙人

□蒋金娣

班里来了“新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