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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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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班主任工作，在付出的同时

也收获着快乐。现在就和大家分享一

下班主任工作的N个“+”的点滴感悟，

希望对班主任尤其是新手班主任有所

帮助。

第一“+”——学科“+”。我是语文

教师，可以在语文学习中因势利导教育

学生，巧妙地渗透情感教育。比如：学

习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一课时，结合

“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考了科举，

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

个段落，我顺势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引

导学生明白读书才有机会为社会作出

更大的贡献。之后，我们还重温班训：

学习是一种责任，唯有勤奋读书才有能

力担当起这个责任。第二天，有学生在

课前就以“勤奋读书，报效祖国”为主题

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同学。

第二“+”——角色“+”。班主任每

天要面对几十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

个性，要随时处理孩子的各种问题，班

主任就要多角色地走进他们的心灵。

角色一：苦口婆心当妈妈。初一

时，一下课学生就来反映：XX 丢了橡

皮，XX 找不到作业本子，自己的水被

别人喝了，XX说他坏话了……不是向

班主任告状，就是向班主任诉苦，这时

我们就要耐心处理。

角色二：真心相伴当姐姐。尽管

和学生的年龄差距较大，但班主任面

对的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就得有

一颗年轻的心。一段时间，我发现班

上个别女生有些异样，我想可能和女

生青春期生理心理变化有关。于是，

我以一个大姐姐的身份关心她们，教

她们应对的方法，还召开“如何度过青

春期”班会课，讲述青春期自我保护、

心理转变、男女生互相信任等问题，让

学生科学认识自己，健康成长。

角色三：诚心帮助当朋友。班上曾

经有个学生，因父母长期不和影响了他的

学习。我多次找他谈话，像朋友一样送他

小礼物，嘘寒问暖，帮他逐渐走出了孤独

自卑的阴影。后来，他的作文中有这样的

感悟：“我知道，世界上如果有永远，那就

是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爱。”

角色四：细心听取当听众。一是

平时多接触学生，和他们坐在一起谈

天说地。二是班会课让学生主持、大

家说，班主任当听众。三是找个别学

生谈话，个别问题个别指导。四是班

级发生的事都让学生说解决办法，班

主任综合解决问题，让学生心服口服。

第三“+”——时机“+”。班主任工

作中，我觉得有几个时机是不能错过的。

一是夸的时机。班主任应做到夸

而不泛滥，夸得让孩子懂事，夸得让孩

子明理，而不能夸大其词。班里有个

学生学习很浮躁，我在作业本上写了

“收心方可静心，静心就可专心”的评

语，一段时间内他都很努力。于是我

又写了“进步的孩子最帅”，之后他更

加努力，期待着老师的再次鼓励。

二是严的时机。班主任应做到严而

不厉、严而有格。同样是没有完成作业，

对待学习一贯自觉主动的学生和经常不

交作业的学生，就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三是爱的时机。班主任要做到爱

而不吝啬，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还

要关心孩子的喜怒哀乐、头痛脑热。

有一次，班上的那位娇气小公主说自

己不舒服，要回家。我问了问，确定她

是在撒娇而已，就悄悄地告诉她：如果

老师给你力量，你能坚持吗？她半信

半疑地点点头，于是我轻轻地亲了她

的额头，在同学们的笑声中，她坚定地

告诉我：能坚持到放学。

第四“+”——环境“+”。争取育人

环境的最大化，争取全方位全员育人。

一是上好每一节班会课。如针对

学生行为习惯养成，设计的主题是“做

一个有教养的孩子”“男孩有思想才有

魅力，女孩有智慧才美丽”。针对考试

的主题是“考试前的复习策略”“考试

后的反思”。针对励志的主题是“制定

目标，每天缩短距离”“心有多大，舞台

就有多大”……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

班会课“加油站”的积极作用。

二是开好每一次家长会。学生的

不少问题，其实就是家庭教育的问题。

每次家长会，除了教师讲家庭教育的方

法外，还请优秀学生家长介绍家庭教育

经验，让家长教育家长。同时，让优秀

学生站在子女的角度谈家庭教育的感

悟。这样能有效促进家庭教育状况的

改善，同时推动班级管理。

三是经常与年级主任、各科教师

交流沟通，争取团队的齐心协力，充分

发挥智囊团的作用。

四是充分利用通讯工具，及时与

家长联系，开展一系列互动教育活动，

达到家校共育的目的。

第五“+”——胸怀“+”。世界上最

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

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班主

任不可缺乏以下这几种胸怀——

一要有吞得下委屈的胸怀。我曾

遇到过一位“问题学生”的家长，一进门

就冲着我说：“多大点事儿，我工作这么

忙。”有次在家长会结束后，一位家长抱

怨：“我家孩子每天起早贪黑，那么辛

苦，怎么就考了这点分数，老师是怎么

教的？”遇上这样的家长，班主任要深呼

吸，冷静地进行解释、引导。

二要有容得下学生缺点的胸怀。

学生正在成长，出现问题都在情理之

中。班主任要用宽阔的胸怀包容，用

善意的态度感化，用发展的眼光期

待。有一次，一个学生吃东西并在教

室乱丢包装袋，正好被我碰到了。我

先让他到教室外吃完，之后才耐心地

做工作，约定以后不在教室吃零食。

三要有播下孩子梦想的种子、撑

起孩子理想的胸怀。成功的教育都有

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播下理想的种子，

激发学生的内动力，在奋斗路上把大

目标化解成小目标，让每个孩子天天

向上有收获，实实在在有成就感。

曾经看到过一句话：在老师的手

中，握着无数的金种子——那便是希

望，也是教师的全部财富。我想，这或

许就是班主任工作的真正价值吧。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东营市胜利

第十三中学）

班主任工作的N个“+”
□赵连琦

暑假已至，大部分教师或在参加培训，或已安然开启了闲适

的假期生活。可有一部分教师仍忧心忡忡，原来，下学期他们第

一次做班主任或要接一个全新的班级。如何顺利做好新班级工

作？3位优秀班主任来支招。

班主任工作对任何一名教师来说

都是一种挑战，一辈子没有班主任工

作经历的教师将会失去一次增长才能

的机会。那么，怎样做班主任？如何

做好班主任，尤其是新任班主任？

班主任首先要认识德育与智育的差

异。智育主要是解决认知障碍，而德育主

要是解决情绪、情感障碍，因此，经常会出

现学生认知接受，而情绪、情感抑制的情

况，这也是德育与智育的最大不同。

学生情感上接受了，就能与你产

生共鸣，否则就会冷漠、逆反。因此，

班主任一定要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

多沟通交流，实践中细心观察学生的

行为，从而及时做出预案。

那么，如何开展班主任工作？

1. 白纸说

每次接收新的班级，要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将希望、期待传递给学生，例如

我会告诉学生，你们每一个个体在老师

面前都是一张白纸，我不知道你以前怎

么样，老师也不想知道，初中三年学习

生活，你能在这张白纸上绘出怎样的作

品，完全取决于你从现在开始的表现。

这样的做法，可以让每一个学生看到希

望，尤其是“问题学生”。

2. 明确初中与小学的不同

小学升初中不需要选拔考试，但是

三年后学生将面对中考，这是很现实的

问题。因此，我会在初一第一次家长会

上告知家长和学生，初中学习与小学学

习是不同的，如初中学科科目多，内容

深，学习时间延长，要求高……这样从

一开始就有利于学生树立恰当的学习

目标，明确学习任务。

3. 抓好学生学习基本功

有人曾说：学习不练基本功，寒窗

十年一场空。那么，学习的基本功是什

么？如何磨炼？一是听课：学生要与教

师形成有效互动，多种感官参与，班主

任通过自己任教学科慢慢教会学生如

何高效听课。二是作业：养成当天作业

当天完成的习惯，不拖拉、不“欠债”。

三是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科学、有

效支配自己时间的能力。

4. 有效借助家长资源

众所周知，没有合格的家长，就没

有完整的优质教育。其实，一位班主

任带的是两个班：学生班、家长班。家

长首先是教育者，然而现实是不少家

长很难成为合格的教育者；另一方面，

我们学校生源状况堪忧，家庭教育环

境差，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过低，视野

也较为狭窄……因此，家长更需要持

续培训。

一是开好第一次家长会。明确教

师和家长是“同事关系”，有共同的使

命和教育目标，在此基础上给家长提3

条建议：成为孩子人格的榜样，成为孩

子知心的朋友，和孩子一起阅读。此

外，通过面对面沟通、家访、培训等，扩

大家长的教育视野，和他们成为志同

道合的朋友，这样家长和班主任会更

亲近，学生的一些问题就容易解决。

二是找到转化“问题学生”的秘

诀。相当一部分“问题学生”的行为习

惯不好，其实是由其学习成绩不好逐渐

造成的。家长应做好陪伴，若陪伴缺

失，孩子在人格、性格方面会出现问题，

容易在网络游戏等渠道寻找寄托。

三是通过家长转化家长。优秀的

家长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家长之间的

影响胜过教师喋喋不休的教导。因

此，开家长会时让优秀的家长现身说

法，谈教子经验，他们往往谈得朴实而

生动，能引起共鸣，起到良好的效果。

四是在通信发达的时代，仍然需

要家访，它能体现老师对学生真诚的

关怀，有利于家长和老师的心灵沟通，

让班主任切身体会学生的成长环境。

5. 树立班主任“威信”

班主任应该是受学生欢迎的科任

教师，首先要在学科教学上征服学生，

课要讲得精彩，让学生感觉跟着这样

的班主任有奔头，从而信服你。其次，

接收新班要先做严父型班主任，再做

慈母型班主任，起初要让学生感觉你

“不好惹”，再渗透关心关怀，做他们真

正的朋友。最后，等班级稳定下来后，

要梳理好和学生的关系，做到让他们

又敬又爱。

以上是我做班主任工作的一点体

会，无论怎样，我深信一点：一个班主

任只要以爱为基础，真正去爱学生，

并付诸真情，就能掌握成功的教育管

理能力，就能带出优秀的班集体。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赤湾学校）

带出优秀的班级
□周秋霞

给班主任的给班主任的建议建议

“新”班主任的
带 班 之 道

工作18年来，一直担任班主任，送

走一个毕业班的同时，也会迎来一个

新的班级。班主任新接班该如何开好

头，怎么开展工作呢？

了解班级情况
制订班级计划

新接班第一步要对班级学生情况

进行摸底了解，设计调查问卷可以助

我们一臂之力。家长问卷帮助班主任

更好地了解家长的教育理念，更快地

了解每个学生，从而为制订班级计划

指明方向。

开学前三周是培养孩子各种好习

惯的关键期，所以开学第一天起，班级

的各项工作就需要有人承担。因此，

学期的工作计划可以先从岗位竞选开

始，让学生明白岗位工作的意义，明白

新班级的成长需要教师和每一位学生

共同承担责任。

最 开 始 一 个 多 月 ，班 主 任 可 以

手把手指导每一个孩子如何开展岗

位工作。接下来，班级的计划都要

在学生自主管理的基础上推进，有

目标才能有动力，有目标才能看得

见进步。班级计划最好要有班级的

个 性 化 呈 现 ，比 如 班 级 制 度 文 化 、

班 级 名 称 、班 级 修 身 名 言 、班 歌 班

约等。

树立自身“威信”
建构师生关系

新接班时，学生会选择观望。其

实，学生的观望阶段恰恰是班主任可

以利用的最佳时期。抓住这个时机，

可以做一些“有心”的工作，只要能达

到向学生证明“我爱你们，就像爱我的

孩子”这个目的就够了。

但是，班主任处理事情要有原则，

要郑重声明无视班规班约会受到一定

的惩罚。开学一两个星期，班主任如

果能借助处理班级各种问题的契机，

做到公平公正、言而有信，会对树立威

信有很大帮助。

只建立威信还不够，师生和谐的

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学生对班主任如

果只有敬畏之心，缺乏一种可信赖的

情感基础，也不利于班级管理。因

此，要找机会向学生表达自己的情

感。比如对学生的学习、生活给予特

别的关注。课间主动进班了解，小到

喝水、如厕等事情，大到孩子生病后

的慰问等。学生的习惯要尤为关注，

如果习惯出了问题，要向家长了解家

庭教育情况，并给予正确的方法指

导。有些学生天生怕老师，这样的学

生可适度给予关怀，让他们明白老师

不是高高在上的师者，而是与他们平

等相处的对话者。

人，从来就喜欢跟喜欢自己的人

交流；人，从来就愿意聆听可信任之

人的教导。学生在感受到班主任严

厉的一面之后，还能感受到班主任的

温情和关心，那么今后的工作便会顺

利许多。班主任就会惊喜地发现，一

个眼神、一个手势就可以顺利引领学

生了。

提出工作要求
出台班级公约

你在班级树立了威信，孩子们又

喜欢上了你，这种又爱又“怕”的师生

关系的建构，正是对学生提出要求的

最佳时机。班主任要根据班级计划内

容，把对学生的要求做到了然于胸，比

如常规习惯方面，静默早读、课前准

备、安静整队等；学科学习方面，预习

习惯、作业习惯、上课习惯等，这些要

求都要清楚地告诉学生。我们的教育

不仅要告诉学生“做什么”，还要引导

他们“怎么做”。这样学生才能在接下

来的日子里努力达到那些要求，养成

良好的习惯。

做 了 多 年 班 主 任 ，与 其 说 一 直

在教育引导学生，不如说班级生发

出 来 的 各 种 问 题 让 我 有 了 研 究 素

材，让我获得了自身的成长，正所谓

“渡人渡己”。

其实想想，“万事开头难”这句话

也隐藏着万事开好头往往就不难的意

思。新接班，“开好头”就不难。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沧州市运河

区南环小学）

新接班“开好头”就不难
□孙国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