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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班主任2019年7月10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恶作剧”背后的呐喊

□陈惠芹

高一入学第一周，小磊时不时来

找我打同学的小报告，言语中有偏见

及不实之处，我默默记在心里，没有给

予太多回应。我不主张在学生中安插

“哨兵”“眼线”，也不鼓励学生之间互

相揭发，在我看来，那不利于良好班风

的形成和学生健康人格的养成。

一个月后，小磊写了一篇寓言式

的故事给我，题目是“麋鹿之死”。他将

班级描绘成一个动物王国，每个角色都

虚伪、狡诈、凶狠，他是一只纯洁的麋鹿

（谐音为“迷路”），而我就是这个动物王

国的统治者，听信谗言，不辨是非，最终

害死了他这只来错地方的麋鹿。

我想可能是因为没有回应，所以

他心里有失落感。我问他：“如果你的

眼睛里看不见美好，是你的问题还是

别人的问题？”一番恳谈之后，小磊似

乎打开了心结，将故事要回去撕掉了。

有次去宿舍区，我看见小磊的床

上放着一个一米多高的大抱枕，上面

印着衣着暴露的卡通女子图案，于是

我悄悄拿走了。第二天小磊来找我，

说：“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低级

趣味？”我说：“没有。如果是青春期的

萌动，你只是不善于伪装，但这样做非

常不合适。如果不是，为什么要故意

这样，让别人看轻自己？”小磊说：“我

就是要让你们觉得我很坏。”当晚，他

又换了一种方式，回宿舍后不睡觉，头

上顶着被子，蹲在走廊里。

之后，小磊陆续出现其他恶作剧

行为：将别人的润肤露抹在椅子上，看

同学坐下去后哈哈大笑；拿课间点心

时，遇到爱吃的包子只吃馅儿，还振振

有词：“人性本来就是自私的。”

这期间，我对小磊的教育引导没

起多大作用。于是，我约谈了家长，

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及初中表现。原

来，他初中就喜欢跟班主任作对，常

常把老师气哭，家长对他虽然很重

视，但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心

里有了点数，估计小磊正在经历心理

学上的“心理断乳期”。我需要心态

平和，以静制动，等待契机。

两个月后，班里兴起了一股冲泡

饮料的风潮，上课时总听到下面用勺

子搅拌叮叮当当的声音，我说：“上课

认真听讲，再用勺子就没收了。”小磊

嘀咕道：“食堂多得是，收了我就去食

堂偷。”第二天，我的桌上就放了一把

食堂的勺子，还用粉色纸条扎了一个

蝴蝶结。我知道这是小磊的恶作剧，

那天进教室时我就感觉气氛不太对，

小磊不时用眼睛瞟我，其他学生也在

期待我的反应。我的策略是——不

动声色。

第三天、第四天，我的桌上都出现

了一把扎了粉色蝴蝶结的勺子。收到

第四把勺子时，我给小磊写了一封很

长的信，将4把勺子也装在信封里，放

到了他桌上。信里详细分析了他的行

为思想、同学的想法，以及我自己的感

受。最后一句是：“如果你觉得好玩，

你就继续，但我不陪你玩；如果你觉得

没意思，你就把勺子都还到食堂去；如

果你想跟我说话，甚至推心置腹交流，

请你先道歉。”再到教室时，我的桌上

放了一张未署名的便签：老师，对不

起，勺子我还回去了。

这次心理的较量，是有备而来的

一次教育尝试。小磊一次次挑衅我，

我越气急败坏，他内心可能就越得

意，但其实他并不清楚自己到底为什

么这样做。处于“心理断乳期”的小

磊渴望被关注、理解、尊重，却通过自

暴自弃的言论、夸张的行为来进行错

误的表达。他想在这个新班级、新集

体获得归属感，却通过挑战老师、气

老师来获得其他同学的心理崇拜，满

足被认可的心理需求。我的冷静与

理智，让他挫败的同时，也让他经历

了心灵的自我成长。

“勺子事件”之后，小磊蜕变了，

不再故意贬低自己，类似幼稚的恶作

剧再也没有发生。他若压力很大、心

情不好、考试考砸了，都会来找我寻

求安慰。有时我半开玩笑地问他：

“你以前傻不傻？”他一挠头，呵呵一

笑：“傻，真傻。”

其实，每一个恶作剧的背后，都

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呐喊：“老师，请

你看见我，我需要你的帮助！”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国际外

语学校）

前几年，每当接到做班主任的通

知时，我的内心都是抗拒的。除了我

的孩子还小之外，更多的是怕、是烦，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

教师被誉为春蚕、园丁、蜡烛，还

被称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但是一旦做了班主任，不仅得管学生

的吃喝拉撒，还得具备警察的调查能

力、律师的辩解能力、记者的敏锐观

察能力。除此之外，班主任还要组织

班级的各种活动，指挥和引导学生，

协调各科任教师之间、学生之间、教

师和家长之间的关系，于是乎，教学

往往就成了“副业”。

今年我再一次做了班主任。校

园里总会有同事诧异地问我：“你为

什么要做班主任呀？你孩子那么

小，家又那么远？”每当此时，我都笑

笑不回答，不是不想答，而是不知道

怎么回答。以前对班主任工作能推

则推，为什么现在有两个孩子后我

反而愿意做班主任了呢？

假期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李镇

西老师的《做最好的班主任》，一本是

《优秀班主任教育艺术66例》。

首先看看李镇西老师这本书的

目录——“做班主任，让我的生活如

此多彩”“孩子们是我永远的青春礼

物”“甜蜜的苦差事”“班主任工作给

予我丰厚的馈赠”……光看目录就

已经闻到满满的幸福味道。那些当

班主任的幸福浮上心头：我们与学

生朝夕相伴、促膝谈心，我们与学生

同欢乐、共奋斗，我们的付出学生都

会予以最纯真、最真挚的爱，毕业时

不舍的眼神、滚动的泪花、温暖的拥

抱，时不时收到一封来自某大学的

贺卡，节日里一个个祝福问候的短

信，走在大街上突然被“惊喜”地吓

一跳：“老师！”

有人说，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

别人的孩子是神。爱是教师教育学

生的感情基础，既然选择了这份职

业，就应该全力以赴，给予孩子严慈

相济的爱。逃避不是办法，正确面

对、快乐享受才是班主任工作的正确

打开模式。

班 主 任 工 作 除 了 累 之 外 还 有

难，难在学生不好管理，《优秀班主

任教育艺术 66 例》用活生生的案例

讲述了如何面对不同性格特征的学

生。这本书共六辑，第一辑：遇到问

题学生，不妨多一点大智若愚的智

慧；第二辑：对于自卑、内向的学生，

需要多一点关爱、耐心和智慧；第三

辑：学生的心理出问题了，应多一点

疏导的智慧，这是教师的天职；第四

辑：学生厌学了，应多一点激励的智

慧，让每一朵花都能散发芬芳；第五

辑：抓学生的习惯养成教育，需要多

一点以退为进的智慧；第六辑：处理

突发事件，应多一点随机应变的智

慧来“扭转乾坤”。这本书都是通过

案例呈现教育问题，案例最后有一

个“智慧收藏夹”进行剖析并给出科

学的处理方式，熟读此书并能学以

致用，班主任工作就会收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此书给了我很大的启

发，做班主任需要智慧，不要把自己

定位为保姆、警察、记者，而应该是

引领学生的教育者。

儿子上小学了，面对他的学习，

我刚开始非常焦虑，每晚辅导作业后

都身心疲惫。孩子的成长全被学习

“淹没”，除了学习我似乎不再关注他

的其他能力。这种焦虑伴随了我两

年，直到今年再做班主任。

面对 40 个学生，我不再以家长

的身份要求学生，脑海中的第一反

应是不能死读书，快乐成长和性格

培养最重要。在班级文化建设中，

我也是以成长为主题，在紧张的学

习之余争取举办更多的班级活动，

为学生的高中生活留下美好的回

忆。回头再想想，自己为什么就那

么执着于儿子的成绩？说好的快乐

成长呢？到底想培养一个什么样性

格的儿子？我一直很迷茫。

这次带了一个重点班，我认真观

察每一个学生，为什么有的学生适合

做班长？而有的学生适合做宣传委

员……这些问题的思考都会影响我

对儿子的培养，有的学生可能学习并

不拔尖，但是动手能力极强，阳光正

气，让人一看就会产生好感；有的学

生组织能力很强，特别有号召力，组

织班级活动可是一把好手；有的学生

声音很好听，普通话特别标准，很会

主持节目；还有的学生写得一手好

字，作业写得工整有序……不同的学

生有不同的闪光点，善于发现孩子身

上的闪光点，才能让孩子自信健康地

成长。

相信孩子，给孩子的成长留点空

间和时间，不急一时，不急功近利，持

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因为野百合也有

春天。

所有的事情想通了，班主任工作

也就能坦然接受了。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中学）

我和你我和你

征 稿

【大家立场】有着丰富经验的

您，对班级建设和班主任成长最近

有哪些深度思考？该栏目给您提

供表达观点的平台。字数：1500

字左右。

【班改解码】班改如何促进和

支持课改，班改有哪些生动的创

新经验？让我们一起挖掘基层学

校出现的深度班改经验。2000

字左右。

【创意班会课】有创意的班会

课，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

老师，你的班会课有哪些创意？产

生了什么样的效果？欢迎记录下

来。1500字左右。

邮箱：zgjsbbzr@163.com

咨询电话：010-82296572

（投稿请注明栏目名！稿件必

须为原创且未公开发表！）

1. 你所带的班级有哪些特色？

我们班是“致远班”，名字出自

诸葛亮的《诫子书》：“非淡泊无以

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不为杂念

所左右，静思反省，才能实现远大

目标。班级师生共同组成了这个

集体，大家按规矩办事，不以声音

论大小，要据道理明是非。

2. 你的带班理念是什么？

尊重每个学生的想法，教师是

班级管理的“参与者”而非“指导者”。

3. 对你班级管理或专业成长

影响较大的书是什么？

《儿童纪律教育——建构性指

导与训规》。它看上去是一本难读

的大部头，其实有着丰富的案例、

科学的理念。

4. 学生的哪句话或哪件事曾

让你心灵触动？

一位留守儿童的奶奶告诉我，

孩子在家不止一次说：如果李老师

是我的妈妈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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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学生能有更多自主选

择权，在班级的不同区域做自己想

做的事。他们能更专注地投入一

个个项目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特

性；另一方面，师生共同遵守相互

认同的规则，在尊重他人权利的前

提下获得自己的自由。

6. 你最希望自己拥有哪种

才华？

讲好故事的能力。

7. 你最希望学生拥有什么

品质？

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在逆

境中也能有足够的“逆商”。每个

人的性格、出身、能力都不相同，

但是一个积极向上、勇敢面对困

难的人，一定会将自己的人生活

出精彩。

班主任 问7 李思琪 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洪山小学

□宗慧玲

爸爸爸爸，，老师喊你开会啦老师喊你开会啦

创意
班会课

班级
合伙人 □陈姗姗我又一次选择做班主任

刚过了父亲节，我还在纠结这

些“操作”会不会惹到正处于兴奋、

感动、高兴中的爸爸们。因为，我

向班里孩子们的爸爸发出了一份

“诚挚的邀请”。

我是一个乡村教师，是小学班主

任。做班主任这么多年，无论是班级

亲子活动还是家长会，来参加的大多

数是妈妈或爷爷奶奶。能够参加学

校活动的爸爸寥寥无几，多数时候甚

至没有。

随着教龄的增长，不断对每一届

孩子进行观察，我发现他们的胆子普

遍变小，不愿意承担责任，内心特别

脆弱。特别是男孩子，越来越“羞

怯”，越来越沉默，缺少了那么一点阳

光少年的风度翩翩。

这里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但我觉得，爸爸在家庭生活及孩子成

长过程中的“缺位”，让孩子的品质、

性格中少了一些坚强与担当。对于

小学阶段的孩子，爸爸可是代表坚强

的、有力量的、无所不能的“超人”。

所以，我在临近期末的这次家

长会前，选择给爸爸们写一封邀请

信，信的开头就是：“爸爸，老师喊你

开会啦！”

随信，我给爸爸们安排了一项会

前任务。那天的家长会是放学后开，

我通知爸爸们放学时站在校门口，用

自己的方式抱起孩子。当孩子们看

到校门口全体爸爸的迎接，他们兴奋

地嗷嗷直叫，门口都是我们班孩子

“爸爸、爸爸”的叫声，有抱在怀里的，

还有扛在肩膀上的。爸爸抱起来的

那一刻，小家伙们的眼神里满是兴奋

和骄傲，我也能感觉到其他班孩子羡

慕的目光。

当爸爸们走进教室，说实话，我

突然间觉得有点不适应，但又有点开

心。30多位爸爸齐刷刷地坐在下面，

那是我做班主任十几年来第一次如

此印象深刻。

这个家长会开得也有点特别。

以往都是几个科任教师轮流说说学

科教学，我来总结一段时间内班级的

总体情况，并布置下一阶段的工作安

排和要求。

而这次，我们换了一种方式。爸

爸们按照孩子平时上课时小组围坐

的形式就座，我们给每位爸爸发了一

张“导学案”，上面设置了以下几个问

题：（1）不工作时，在家里什么事占据

您最多的时间？（2）您跟孩子交流最

多的内容是什么？（3）您都用什么方

式与孩子沟通交流？（4）您会不会经

常给孩子表达“我爱你”？（5）如果满

分是 100 分，请给自己的爸爸角色打

个分数吧。

爸爸们按照导学案的要求，首先

独立完成几个问题，我观察了每一位

爸爸作答时的表情，或凝目蹙眉，或

叹气摇头，或无奈微笑……看得出

来，大家都在思考、反思、酝酿。

接着，我们以小组为单位，让爸

爸们根据导学案的问题进行交流，探

讨“家里的爸爸”这个话题。刚开始，

可能因为爸爸们相互之间不熟悉，大

家低头不语。我让所有人先停一下，

跟自己左右的两位爸爸握握手，然后

介绍一下自己，“我是谁的爸爸，我的

职业是什么，我平时的兴趣爱好有哪

些，一句话介绍自己孩子的性格”，然

后把认识的右手边的爸爸介绍给本

组其他爸爸。这样就打破了沉默的

局面，再进行“家中的爸爸”分享时，

大家交流得很热烈。

还没等我说全班分享时，一位

爸爸就激动地站起来，迫不及待地

表达自己的思考。更多的爸爸站了

起来，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在班级表

现不是很优秀的小男孩的爸爸，他

说：“我一直认为努力工作为孩子提

供物质保障是自己的责任，但我从

来没有意识到，爸爸这个角色会对

孩子性格、行为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更没有思考过怎么去当爸爸，因为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回去以

后我要给儿子写一封信，并读给他

听：爸爸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原谅没

有 经 验 的 爸

爸，我会努力扮演好

爸爸这个角色。”听到这

段话，许多爸爸在点头，还有

的爸爸偷偷擦了一下眼角。我给爸

爸们留了一道思考题：“这一节课你

收获了什么？作为爸爸，今后的日

子你怎么参与孩子的成长？”

这次家长会虽然时间不长，作为

班主任我也没说什么，更多的是大家

的交流和倾听，但却震撼了我的内

心。是啊，他们中许多人是第一次为

人父，他们也需要学习，也需要借鉴，

也需要在爸爸的人生学堂上成长。

今天，我想大家至少明白了，爸爸不

能缺席，爸爸也要成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张汪

镇大宗村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