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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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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过的“学霸”回校看我，手里捧

着一大束鲜花。跟他一起回来的，是

他曾经喜欢的一位女生，如今就读于

同一所很有名的中学。

看着两个人“出双入对”，想起他

俩的一段“往事”，不禁哑然失笑。

五年级时，“学霸”喜欢那个女孩，

并扬言不准任何男生和他抢，他定了

“良辰吉日”去表白。

女孩非常出众，大家闺秀的模样，

是学校各类大型活动的“当家花旦”，

小男生视其为“梦中女神”。彼时，

“学霸”各种竞赛屡获第一；“手不释

卷”的是《几何概论》之类的书；钢琴

十级，曾赴美与郎朗同台；一口流利

的英语，能与外教无障碍沟通。如此

优秀，无论在班级还是年级，他的“江

湖地位”自然极高。“梦中女神”固然

让 男 孩 们 倾 倒 ，却 苦 于 学 霸 的“ 威

慑”，敢怒不敢言。

随着“良辰吉日”一天天逼近，整

个年级都沸腾了，“吃瓜群众”全都拭

目以待这个“盛大表白”。

“舆情”严重，我必须出面了。

我去文具店挑选了一个最厚的笔

记本，约“学霸”谈心。

“你喜欢XX？”我单刀直入。

“嗯！”“学霸”毫不掩饰。

“学霸”一年级开始就能口算两位

数乘两位数，我开始出“数学题”。

“根据我的经验，女孩子都喜欢浪

漫。比如约会，这么好的女孩，约会的

环境得浪漫一点吧？你看，电视剧里

男主角约会女主角，带上一束鲜花，到

精致典雅的西餐厅，美丽的钢琴师为

他们伴奏。你学钢琴的，还可以亲自

去弹奏一曲，多浪漫呀，对吧？”

“学霸”眼睛放光，显然，这“浪漫”

戳中了他的兴奋点。

“不过，浪漫也需要成本。你数学

好，帮忙算一下，一周约会一次，一次

餐费加鲜花少说 400 元吧，一年得多

少钱？”

“2万左右。”“学霸”脱口而出。

“压 岁 钱—— 够 吗？”我 笑 嘻 嘻

地问。

“差……差……不多。”“学霸”惶

恐了，存钱罐仿佛在他眼前顷刻见底。

“压 岁 钱 归 根 结 底 是 你 爸 爸 妈

妈的钱。”我又说，“像那样优秀的女

孩子，她自己那么能干，肯定不喜欢

‘啃老族’男生，靠自己的本事挣钱

给喜欢的女孩高品质的生活，这才

叫男子汉。”

“学霸”若有所思，不时点头。

“女孩子都喜欢情书，李老师是过

来人，相信我。”我把笔记本递给他，

“一天一篇，不留空，写满整本后才给

她，制造一个惊喜。她知道你语文不

太好，你若是反其道而行之，这番诚意

肯定能打动她。”

“学霸”接过笔记本，“哗哗哗哗”

老半天才翻到底，眼睛都瞪圆了，半

晌后说：“李老师，这……这么厚，要

写多久啊？我没想到还要准备这些，

我……还是再等一下算了。”

“那，你的‘良辰吉日’？”

“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学霸”忙

不迭地点头。

“你的眼光真好，李老师也觉得那

个女孩很不错，模样好、气质好、人品

好、性格好、学习好。你好好努力，20

年后有了真正的‘良辰吉日’，记得通

知李老师，加油！”我笑着拍拍“学霸”

的肩膀。

“谢谢李老师！”“学霸”的脸腾地

红了，攥着笔记本，夺门而逃。

爱情是完美人生的必修课。我与

“学霸”的这番“谈心”,大概算得上“学

霸”的“爱情启蒙课”。这节课，呵护纯

真情感，肯定“择偶”眼光，指点“表白”

方法，激发奋斗动力，展望美好未来，

一气呵成。

小时候，童话故事里的渗透，让孩

子感受爱情的美好，树立正确的爱情

观；成长中，在困惑迷茫处适时适当引

导，懂得爱情的分寸尺度；长大后，热

情拥抱，理性投入，品味爱情的美好。

对孩子来说，这些“爱情教育课”，

一课都不能少。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人民

北路小学）

学霸的“爱情启蒙课”
□李 兰

学生学生““恋爱恋爱””了了
怎么办怎么办

碰到学生“恋爱”的状况，有的班主任会选择给对方“算一笔账”，有的班主

会选择利用故事启发对方……他们都尝试用更加柔和的方式，给学生上一堂

“爱情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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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班主任，我们面对的是个性

十足、见多识广的新一代学生,当“早

恋”毫不设防地来袭，生硬的说教会拉

远师生间的距离，强势的隔离会激起

学生的逆反之心……所以，我的处理

方式是：柔性化解——用温情的故事

和学生谈“情”说“爱”。

用绘本理解“爱情”

有段时间，学校里“早恋”风头颇

盛，班里的学生也是“蠢蠢欲动”，我这

个班主任先沉不住气了。

无意间，朋友圈里转发的绘本故事

《两只蛋的爱情》给了我灵感：谈论自己

孩子们不愿张口，如果谈论别人，谈论一

个物件，他们肯定有话可说吧。于是，早

自习时间，我把《两只蛋的爱情》分成三

部分来讲述。第一部分呈现的是两只蛋

在破壳之前的甜蜜和浪漫，在讲述过程

中，我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就这两只蛋的

故事谈谈对爱情的认识、感受及想法，为

学生绘制一幅幸福美好的画面。第二部

分讲述了这两只蛋在破壳之后，截然不

同的生活习惯慢慢拉远了彼此间的距

离。讲述后，我让学生再次谈谈对爱情

的理解，目的是通过与前期预想的强烈

反差对比，让他们认识到现实与理想是

有差距的。第三部分直接呈现了结束

语——你看，感情的破裂不一定非要有

什么理由，可能只是因为岁月在变迁，彼

此在成长……无须过多解释性的言语，

学生就已经懂得了爱情之花只有在恰当

的时机绽放才能芬芳而美好。

就这样，我用“两只蛋的爱情”安抚

了孩子们那一颗颗躁动不安的心，在他

们的心里树起了一块正确的指向牌。

借故事打开心结

如果说向绘本故事借力这个方法

更适用于对一个群体进行情感教育，

那么面对个体“早恋”问题时，班主任

一定要斟酌再三，善于为学生“量体

裁衣”。

所有的人都知道阿龙喜欢班长，

而且是绝对的“单相思”。不耐烦的班

长跑到我面前告状：“老师，他就像个

苍蝇一样，我走到哪儿他都跟着，我好

烦啊……”

阿龙是个自尊心很强又倔强的孩

子，如果贸然找他谈，指不定会发生什

么事儿。但是，那天清晨我去班级分

管的花坛检查时，那些顽皮的钩到裤

脚的苍耳给了我灵感。

“同学们，下午又要卫生大检查，

老规矩，我们分头行动。”一进教室，我

就忙不迭地布置任务。“阿军和阿壮负

责地面卫生，阿龙呢，你和老师一起去

看看花坛那里有没有杂物吧！”就这

样，我在前面匆匆带路，阿龙提着小垃

圾桶紧紧跟着。

果不其然，一圈转下来，我们俩的

裤脚上都挂了几个绿球球。“阿龙，看

你裤子上沾了什么？”“老师，你腿上也

有，这些苍耳太讨厌了，不管别人的感

受就粘上了。”阿龙闷闷地弯下腰，清

理着裤脚，我也蹲下忙活起来。“哎，孩

子，你说这苍耳要是变成个人可怎么

办呢？我们还不得被他天天粘住吗？

来，你这家伙老实点，后面还有，我来

搞定它。”我半嗔半怒着。“嗯，那个，老

师，我才不要做苍耳这种人呢，请你以

后监督我……”阿龙显然已经知道了

我的目的。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的意图越

隐蔽,越能被受教育者所接受。确实，

面对如阿龙这样心思敏锐的孩子，任何

唐突、仓促的说教批评都可能是一个激

怒他的导火索。可是当我巧妙地制造

故事，再进行含蓄的点拨，我和他的交

流就有了“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清朗。

聊出未来之美

“老师，我想和你说点心事，请您

帮我保密，求求您了！”小芳塞了封信

到我怀里就急匆匆地跑开了。打开信

才知道小姑娘是恋爱了。对方是隔壁

班的“学霸”，也对她有好感。但两个

优秀的孩子都很迷惘：上课注意力难

以集中了，回到家里也没心思平静地

学习，还有一年就中考了，这样下去肯

定会影响成绩的。

放学后，我把小芳留了下来，她一

脸凝重和紧张：“老师，你肯定对我很

失望，会不喜欢我了吧？”“傻瓜，怎么

会呢，老师当年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很

正常呀。”听我这么说，小芳释然地坐

了下来。

“那是你上初几时候的事？”她一

脸迫不及待地问。“初二的时候，我和

坐在后面的男孩都对彼此很有好感。

后来，我们约定把这份美好藏在心里，

等考上重点高中再说。再后来，我们

阴差阳错地去了不同的学校……他上

大学时我就工作了，他毕业不久我就

成家了。”“啊，好遗憾呀！”小芳的情绪

马上低沉下来。“可是，我并没有觉得

多遗憾，因为我们两个家庭情况、性格

差异很大，即便真走到一起也不一定

会幸福。还是现在这样比较好，我们

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偶尔也会互相问

候。如今还时不时想起他说的话：‘都

要好好生活，都要好好的’……我相

信，这种感觉即使到七老八十了，回忆

起来也是满满的温暖！”

“谢谢你，老师，和我分享了一段

美好的感情故事。”沉默良久，小芳又

开了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相信他

也会明白。”她一脸轻松地离开了。后

来，我看到的当然是克制情感、朝着美

好共同努力的两个优秀学生。

“叙事者”发起人王维审说过一句

话：故事的魅力在于，它不是敲着我们的

头指指点点，而是将教育娓娓道来。我

想，用故事和学生谈“情”说“爱”，它的美

好之处就在于，可以将心结缓缓打开。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蜊江中学）

和学生谈“情”说“爱”
□袁晓艳

升高一那年暑假，我回老家看外

婆，耽误了开学报到分班。匆匆赶到

教学楼，发现其他教室都没人，遗憾地

四下张望，走廊尽头的教室有人在做

卫生，一看是 204 的班牌，我长舒一口

气。女生在拖地，男生搬桌子、提水，

教室地面看起来很干净，可同学们依

旧忙碌着。

我怯生生地走到一位“同学”身

后：“请问，班主任张老师在哪里啊？”

“我就是。”她停下来，转身打量

我。左手轻轻地搭在立着的拖把上。

一头黑亮的直发柔顺地披在肩上，黑

框眼镜挡不住那双黑而亮的眼睛，身

穿条纹 T 恤、白色七分裤和银色高跟

凉鞋。

“哇，这么年轻的班主任啊，我还

以为是同学呢！”我忍不住惊叹。

“哈哈，是嘛，我都 40 多了。”张老

师开心地笑着，抿着的嘴角划出一道

优美的弧线，露出整齐的牙齿。“今天

先把地拖干净，选完班干部后放学，明

天正式上课。”说完，拖把指向我身后

留下的一长串脚印，我连连后退，直至

教室门口。

真是一位干练、漂亮的女老师啊。

往 后 每 天 晨 读 ，教 室 里 一 片 忙

碌——我们忙着背书，张老师帮忙拖

地、摆齐桌椅。在地面变干之前，我

们的脚要踏在课桌下的横栏处，以免

留下脚印。早读结束，教室也干净

了。往后两年的升旗仪式上，我们班

经常被点名表扬。每每周一早晨，教

室门口总会围着一群其他班的学生，

走之前都会惊叹道：“真干净啊，比我

家还干净。”

回想高中，最幸福的事情便是遇

到这位班主任——张弘懿老师。

我所就读的高中，生源不如重点

高中。许多同学因各种原因，学习上

不够自觉，张老师搬来桌椅，在教室

后面“蹲点”。许多同学想偷懒，但碍

于张老师的威严，不得不逼着自己埋

头苦学。虽然现在不少专家并不肯定

这些“随班办公”的做法，但那个时

候，许多同学在张老师看似高压、实

则关爱的教育下，走出了踏实、努力

的人生轨迹。

张老师在学习上严格要求我们，

在生活上则无微不至地关爱我们。父

亲忙于工作很少顾及我，张老师像妈

妈一样照顾我，给我极大的关爱。高

三的冬天，她到寝室看望刚做完阑尾

炎手术的我，发现我的被子单薄后，她

马上从家中拿来一床厚被子。那个晚

上，我睡得特别好，钻进暖和的被子

里，再也不用缩着睡觉了。

多 年 后 ，当 我 将 这 事 告 诉 同 学

小林时，他说，张老师也曾为他换了

一床厚被子。小林的父母在外地工

作，他长期住校，张老师定期将他的

被单拿回家清洗，并教导他注意个

人卫生。他说自己曾一度迷茫，对

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差点跟着同

学去“混社会”了。可是，每每看到

如母亲一般的张老师，又不忍辜负

她的关爱。

有一次，小林和张老师谈心：“我喜

欢一个女孩子。”本以为老师会“扼杀”

他“早恋”的念头，没想到，张老师帮他

分析两人的学业差距，分析那个女生的

关注点，从而激发了小林学习的动力。

为了配得上心仪的女孩，他逼着自己燃

起学习的兴趣。多年后，他感慨道：“如

果不是张老师，我估计就是个‘混混’

了，张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

高中几年，张老师几乎把所有的

心血和时间都花在了我们身上。最难

能可贵的是，她从不以分数作为喜好

学生、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不管成绩

好坏，她都一视同仁。

还记得，同学小源和妈妈生气后

离家出走，张老师接到小源妈妈的电

话，放下自己被烫伤的儿子，冒雨陪着

小源妈妈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找到小

源，耐心劝导，护送回家。

还记得，同学小雨的爸爸因为心

脏病中年早逝，张老师痛心惋惜后，又

细心宽慰情绪低落的小雨，时常找她

聊天，并在班上悄悄号召大家关心

小雨。

这些事，她从不张扬，默默地用一

言 一 行 影 响 、激 励 、温 暖 着 她 的 学

生。现在，那些调皮的孩子都已长

大，提到张老师时无不称赞。而她听

到了这些话，只是淡淡一笑：“我哪有

那么厉害啊。”

今年妇女节，我的学生把早饭钱省

出来买花送给我。得知后，我第一时间

去校门口的超市为他们买了小面包。

同事看到后，夸我是一个温暖的老师。

我浅浅一笑，如果说，现在的我能温暖

其他学生，那是他们——像张老师那样

温暖过我的班主任爱的延续而已。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宜昌市伍家

岗区宝塔河小学）

爱的延续
□金小正

我的班主任我的班主任

他（她）的一种品质、一件事甚至一句话，都可能在学生的脑海留下深深

的印记，这就是班主任的魅力。如今，我们特别开设“我的班主任”栏目，呈

现那些有故事的班主任的教育点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