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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班主任2019年7月3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孩子，你真棒
□李艳辉

回首四年来三尺讲台的荏苒时

光，班主任工作的感动瞬间映入我

的脑海：生病时孩子们送来了红苹

果和感冒药，每天清晨班级门口一

个个温暖的拥抱……怀揣着“过一

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育人理

念，我引领“心苗之家”的孩子们在

童年旅行中幸福前行。其中，最令

我感动的，当属“书香溢满童年”育

人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我和学生相遇在五年级（2）班，

刚刚建设“心苗之家”时，孩子们并

没有做读书笔记的习惯，为了促使

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我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

不学则殆。”阅读也是同样的道理，

只有及时记录自己读书时的思考，

方能腹有诗书气自华。我为每个学

生购买了读书笔记本，专门用来积

累语言、记录读后感。依稀记得发

笔记本的那天，孩子们高兴极了，有

的孩子开心地对我说：“李老师，谢

谢您！”有的说：“李老师，我舍不得

用”……起初，我还担心孩子们会因

为不爱读书而抵触读书笔记，可看

到他们爱不释手的样子，我心底的

喜悦油然而生。

第二天，一个平日里不爱动笔

记录的孩子拿着读书笔记跑过来，

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李老师，您看，

我把第一页记满了。”看到他认认真

真的笔记，我感动得把他抱在怀里：

孩子，你真棒！

冬日的午后，阳光照在校园里，

暖洋洋的。每个阳光明媚的午休时

间，我会带着孩子们来到操场，一边

散步，一边背诵诗歌。孩子们不约而

同地排成一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

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此起彼

伏的琅琅书声荡漾在校园上空，好像

小鸟在歌唱。路过的老师纷纷夸赞：

孩子，你真棒！

为了不辜负同事的鼓励、家长

的支持，我建立了“心苗之家诗书诵

读小打卡”，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喜

好，每天坚持背诵古诗文。我和孩

子们一起坚持打卡，在日积月累中，

我们收获了诗意，也收获了好习

惯。每一次听完孩子们的诵读，我

都会点上“小心心”，对他们说一声：

孩子，你真棒！

很幸运，我们的班级建设一直

都得到了家长的大力支持。第一次

带孩子们利用周末时间读书，是在

亚运村图书大厦。我和6个孩子坐

在书店的一隅，津津有味地读着手

中的书。可是好景不长，不一会儿

图书管理员走过来说，这里不允许

停留……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

开。第一次，我们感受到了“窃读”

的滋味。正当孩子们垂头丧气、想

要放弃时，我们终于在书城的最里

边寻觅到一块“宝地”，这里坐了许

多儿童和家长，我们席地而坐，“开

小 火 车 ”读 起 林 海 音 的《窃 读

记》——“记住，你是吃饭长大，也是

读书长大的，更是在爱里长大的！”

读罢，孩子们若有所思。

有了一次窃读经历之后，我找

到了另一家书店。那是一家可以

供人读书交流的书店。以前我是

不舍得办会员卡的，得知会员可以

预约“阅读空间”举办沙龙时，我毫

不犹豫地办了一张。那样就不用

带着孩子们到处窃读，我们可以

“光明正大”地交流啦。之后的日

子里，我常常带孩子们到那家书

店，阅读有趣的书，共读整本书。

有一次，离预约时间晚了一个小时

才到，我以为孩子们不会等我，结

果到书店时，他们静悄悄地坐在角

落读书，我感动得对他们竖起大拇

指：孩子，你真棒！

（作者单位系中国科学院附属

实验学校）

“师长关系”，即教师尤其是班

主任和家长的关系，它一定需要教

师通过良好的沟通方式用心经营。

作为班主任，只有带着敬业负责的

真挚感情，真心、真诚地和家长沟

通，才能拉近双方的距离，建构和谐

共赢的师长关系。

某学生看到自己的期中考试

试卷后，发现有一道本来可以得

分的题，由于自己忘记标小数点

而丢了分，于是把小数点补上后

将试卷带回家。他的父亲在查看

孩子的试卷时，发现这道题并没

有错，于是用手机拍了照片发到

班级微信群，并问老师：老师，孩

子的这道题哪里错了，为什么要

扣他的分？教师看到家长的信息

后非常生气，认为家长是在无理取

闹，二人便在微信群“互怼”起来。

生气之余，教师将该家长踢出班级

群，还和同事抱怨说，现在的家长

太没有素质。其实，这位教师自己

的言行也有失师表风范。

教师完全可以这样说：“谢谢您

这么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但这道

题其实是……相信有了您这样的好

家长，我们彼此配合，孩子在今后的

学习中一定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但

我同时想说，希望家长能将关注的

视野放到孩子身上，多去了解孩子

的失分原因和存在问题，并思考今

后如何避免。而不要将关注点聚焦

在老师身上，总认为老师有问题。

如果那样做，会更有利于孩子的成

长和进步。谢谢！”

我想，这样的回复，首先对家长

的行为予以肯定，同时也在友善提

醒群内的所有家长，应该以什么样

的方式对待孩子和老师。交流的

过程，显示了教师宽容、友善的风

范，同时既教育了个别，也影响了

全体。

某县城正在进行省级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学校根据上级统一要求，

让每个学生必须背会“六个一”。

某一年级学生家长在班级微

信群却发了这样一条信息：老师，

我认为学校不应当让孩子背这些

内容，这也不应当是学校教育的

内容。

教师看了家长的信息后，怕引

起更大的争议，于是首先将校长在

学校门口检查学生背诵“六个一”

的视频发到群内，随后发了这样的

一段话进行回应：天底下有三件

事，一件是自己的事，一件是他人

的事，一件是老天爷的事。我们每

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事，况且“六

个一”也能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和

热爱家乡的意识。现在创建省级

文明城市，我们虽不能为“创城”作

出其他更大的贡献，但也绝不能拖

“创城”的后腿。谢谢各位家长的

理解。

这样的回应，寥寥几句，却说的

很有道理，也很有力量。群内的家

长纷纷跟帖，表示要帮助完成学校

和教师布置的任务，为“创城”工作

贡献自己的力量。

“班级微信群”逐渐成了家校沟

通不可缺少的交流平台。教师通过

此平台通报孩子们的在校情况，发

布重要通知，家长有疑问也会在群

里和老师沟通、请教。

但微信群也是一个小社会，讨好

的、炫富的、晒娃的、推销的、请教的、

质疑的、声讨的……各种声音混杂其

中，如没有正确的“打开方式”，势必在

交流的同时给教师带来许多烦恼，甚

至成为师长矛盾的“鼓风机”。

为了减少微信群的负面影响，

教师一定要提前建立群规则，明确

沟通交流的时间、内容及方法，这

将更有利于教师和家长之间的良

性互动。

有了规则，才能更好地发挥微

信群传递信息、沟通交流的作用。

大家再也不用担心每天被大量冗余

的信息所打扰，教师自己也不用担

心被微信群所“绑架”了。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张家口市

宣化区下八里中心小学校）

1.你所带的班级有哪些特色？

安全润泽，让他人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

2.你的带班理念是什么？

让每一名学生拥有审辩式思维、成长型思维，成

为负责任的学习者、表达者，促进自我的学习与发展。

3.处理班级问题，你有哪些小妙招？

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做到时时、事事、处处

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处理事情，做学生的贴心

人。树立规则意识，坚守底线原则。

4. 对你班级管理或专业成长影响较大的书是

什么？

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的《自由学习》。书中

有这样的观点：教育的目标应当以学习者为中心，充

分信任并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在能力，使他们能愉快、

创造性地学习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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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一个强大的学习共同体。

6.学生的哪句话或哪件事曾让你心灵触动？

当得知历届学生私下称呼我为“程爹”“老爹”时，

我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班主任，这也激励着我坚持做

有味道的教育。

7.你最希望自己拥有哪种才华？

能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

班主任 问7 程宪勇 山东省临清市第二中学

□徐文强

一天夜里，学生H的妈妈忽然打

电话给我，聊了聊前两天发生在H生

日宴会上的事情。大致是说 H 过生

日那天，请了许多同学做客，这其中

就有 H 的好朋友，一个漂亮的小姑

娘Y。

随着生日活动推向高潮，学生也

乐得忘乎所以，渐渐肆无忌惮起来。

不知是谁带头开了一句玩笑：“Y，我

们要叫你一声嫂子。今天是 H 大哥

的生日，你也要喝一杯！”一石激起千

层浪，前来祝贺的孩子们炸开了锅，

纷纷把酒桌上那套陋俗搬出来起

哄。于是乎，越来越难听的话接踵

而来。

这一闹不要紧，Y 当场尴尬地红

了脸，H 站也不是坐也不是，H 妈妈

本来在厨房忙活，听到这样起哄自己

的儿子，不禁悻悻：现在五年级的孩

子怎么这样了？

宽慰完 H 妈妈，我立刻开始着

手调查。这一查不要紧，原来 H 生

日宴会事件并非偶然，起哄嘲笑在

班级已经成了不良风气：当老师念

错

一 个

字 时 ，孩

子 们 哄 笑 一

堂；当某些男女生

在一起玩时，孩子们围

观起哄；当某个孩子跌倒或出

“洋相”时，更是闹作一团，甚至还会

故意发出古怪的声响……

在嘲笑起哄这个“节目”中，每个

人都是演员，每个人也是观众；每个

人都因此发笑，每个人都为此苦恼；

每个人都是施暴者，每个人必将成为

受害者。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借鉴“心

理互助会”的形式，围绕近期班级中

嘲笑起哄现象，开展了一堂特殊的班

会课——“圆桌”心理班会课。

说是“圆桌”会议，但事实上没有

真的摆出一张圆桌来。我先让最近

遭受嘲笑起哄苦恼、参与嘲笑起哄和

其他自愿参与的三类学生围坐成一

个“圆桌状”，其他学生可以旁观，但

不能发出声响打扰。然后我掏出一

支笔作为“发言笔”，这支“发言笔”传

到谁的手上，就轮到谁来发言。

针对班级中嘲笑起哄的现象，我

按顺序提了这样几个问题，让学生依

次谈感受：（1）你有没有参与嘲笑起

哄？说说你的感受；（2）你有没有被

他人嘲笑起哄？说说你的感受；（3）

听完前两轮的发言，你对嘲笑起哄有

什么新的看法和感受？

起初，学生有些拘谨，第一个接

过发言笔的孩子哼哼唧唧，迟迟不肯

开口。见此情景，我鼓励大家说出自

己的心里话，这是一次让大家认识问

题、改正缺点、互利互助的良机。在

我的鼓励下，第一个学生终于吐出心

声 ，我

向 他 投 去

赞 赏 的 目 光 ，

边 听 边 点 头 示

意。见有学生吐露心

声，浑身轻松的样子，其

他学生也渐渐放下负担，敞开心

门，一个个轮流说起来。

出乎我的意料，学生越说越实

在，越说越在点子上。有的学生说

到激动处不禁哽咽起来，引得左右

两边的同学轻声安慰；有的学生开

始追溯嘲笑起哄的本源，可能是源

于内心的孤独，可能是一时的无心

之举；还有平时特别爱嘲笑起哄的

学生，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为此

深感抱歉……

在学生你一言我一语中，我特别

关注了H和Y的发言，他们两个似乎

心领神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彼此之间

的“绯闻”。H很坦白地表达了他和Y

谈恋爱是谣传，这件事不仅让他陷入

苦恼，还可能因此导致两人永远无法

成为好朋友。而Y也毫不避讳地说，

周围人的嘲弄让自己最近很不自在，

希望大家能够尊重纯洁的友谊。听

完他俩的发言，学生几乎都陷入了

深思。

其实青少年很重视他人对自己

的尊重，很想让别人能够理解自己。

嘲笑起哄的问题是从集体中来的，理

应回到集体中去。我用“圆桌”心理

班会课的方式，安排学生围成一个圆

圈坐在一起，面对面地交流，让“同病

相怜”的学生“惺惺相惜”，更显真诚，

更能让学生平等地倾诉自己内心的

郁结。

“圆桌”心理班会课提供了一个

畅所欲言、没有心理负担的大环境，

能有效针对困扰学生的难题，让他们

说实话、说真话，让彼此之间切身体

会对方的感受，推己及人，换位思

考。有了切身体会，体味过别人承受

的苦难，才能更好地理解并尊重，才

能一针见血地化解一个个班集体中

的难题。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昆山市张浦

镇第二小学）

““圆桌圆桌””心理班会课心理班会课

创意
班会课

一一班班一世界一世界

班级
合伙人

与家长沟通的“正确打开方式”
□霍 庆 要占珍

智者说智者说

经验是一所好学校，可它的

学生却经常旷课。

——美国作家 欧文·华莱士

一个人应能利用别人的经

验，以弥补个人直接经验的狭隘

性，这是教育的一个必要的组成

部分。

——美国教育家 杜威

经验使我们恍然大悟地认

识到，我们为什么常常不从经验

中吸取教训。

——爱尔兰剧作家 萧伯纳

经验是一种智慧，它会告诉

我们，我们业已养成的习惯，很

可能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老朋友。

——美国作家 马克·吐温

借用经验比付出代价得到

经验好得多。

——阿根廷作家 科尔顿

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实际斗

争经验，谓之半知；既有书本知

识，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知行合

一，谓之全知。

——教育家 徐特立

知识不能单从经验中得出，

而只能从理智的发现与观察到

的事实两者的比较中得出。

——美国科学家 爱因斯坦

认为唯有读书才是做学问，

比以纸上空论穷理更容易出错。

——日本作家 平贺源内

我 们 这 一 辈 人 本 来 谁 也

不曾走过平坦的路，不过，摸

索而碰壁，跌倒了又爬起，迂

回而前进，这却各人有各人不

同的经验。

——作家 茅盾

（波音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