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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2019年7月17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资讯资讯

7 月 9 日，北京市西城区三

义里小学德育工作研讨会上，

有班主任总结说——

好班级是“熏”出来的

本报讯（记者 崔斌斌）“教育

是‘熏’出来的，而不是管出来的。”

暑假将至，北京市西城区三义里小

学三年级班主任赵涛的这句话让在

座的许多班主任陷入沉思。为进一

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班级管

理能力，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践行立德树人教育理念，7月9日下

午，北京市教育学会教师专业发展

研究会主办的“爱铸魂 智树人——

北京市西城区三义里小学德育工作

研讨”现场会在三义里小学举行。

如何“熏”出一个优秀的班集

体？三义里小学多位班主任分享了

自己的经验。

担任过 20 多年班主任的成凯

如今是三义里小学的德育主任，同

时承担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她对

“问题学生”绝对有妙招。北京教科

院德育研究中心教研员、北京市优

秀班主任研究室主任马金鹤评价

道：“成老师总能从‘问题学生’的身

上发现闪光点，从而激发学生的上

进心。”

小王是成凯班里的一个学生，

天天和人打架，有时上课也会惹

事。“小李还不如我呢！”当着成凯的

面，小王这样为自己开脱。“那不如

你俩比一比？敢不敢”“敢”……就

这样，班里几个爱“惹是生非”的学

生参与到“一周不打架”的约定中。

前两周，小王没能完全遵守，第三周

他终于成功了，小王获得了成凯准

备的梦寐以求的奖品。

“教育一直在路上。”成凯一直

这样认为，“尽管班主任的有些做法

未必有效，有些做法只有短期效果，

但是我们依然要不断摸索和改进。”

五年级班主任侯坤和六年级班

主任刘彬则将班级管理的重心放到

了培养班干部上。

侯坤将自己培养班干部的过程

分为“了解观察，定向培养—岗位责

任，初步体验—人人换岗，个个全能

—干部轮岗，并驾齐驱—岗位更新，

竞聘换岗—潮流名称，保留热情”等

几个阶段。入学前，侯坤就设计问

卷向家长了解学生的“管理经验”。

每个学期，她都会根据岗位情况进

行调整。比如四年级学生进入轮岗

疲惫期，侯坤将指定岗位轮岗调整

为竞聘换岗，让学生对岗位有更明

确的责任感和新鲜感。五年级时，

她召开班会课和学生一起给本年度

岗位取了新名称，如纠纷调解员、游

戏开发专员、班级医生等，让学生更

有工作热情。

自认为是“懒”教师的刘彬透露

了自己如今几乎不用管理班级的秘

诀。“我培养班干部的程序是，二年

级接手后初步建立意识，三年级进

行具体管理方法的培训，四年级初

步形成学生自己的管理模式，五年

级学生开始非常自信地进行自主管

理，到六年级班级已经是一个非常

成熟的团队。”

“她们的做法其实不是让学生

单纯干活，而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的能力。”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小

学大兴分校原校长张景浩评价。

从教 5年的班主任管志平以前

对工作多少有些抱怨，但生完孩子

拥有教师和母亲双重角色后，她对

家长这个角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从而也能更好地开展班级工作。

二年级班主任张洁发现学生对

绘本很感兴趣，于是通过阅读推动

班级管理。她用积印章换小礼物的

方式推动阅读和评价，通过多种形

式促进家校共读，还为学生提供各

种展示的舞台。

活动尾声，专家还为此次德育

工作研讨会表现优秀的几位班主任

颁发了荣誉证书。

“教育无非就是以学定教，顺学

而导。”张景浩总结道。

1. 你所带的班级有哪些特色？

一是班集体建设与课题研究共成长。二是

学生自主管理班级。精心设计“班务日志”记载

册，由学生轮流记录在校的生活学习情况，我再

总结反馈。

2. 你的带班理念是什么？

学生是发展中的人，是班集体建设的主体。

班主任以“欣赏、自主、成长”的眼光看待学生，理

解共性，尊重个性。

3. 处理班级问题，你有哪些小妙招？

早期记忆分析法。班级问题的背后都有不

同的原因，通过倾听学生记忆中印象深刻且与之

有关的人与事，了解问题的缘由，从而解决问题，

有效地帮助学生成长。

育人先育心。激励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帮

助学生认识自我，自觉评价自己，在自我教育中

健康成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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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有温度的班级”。我们说温暖的话，愉

悦地生活学习，彼此信任，互相尊重又独立。

5. 学生的哪句话或哪件事曾让你心灵触动？

“我亲爱的班主任，你变了，我也变了。我好

开心，我会为了老师变，而且老师也会为了我而

变。”这是第二届学生毕业前写给我的。因为这

句话，我明白了：教师需要和学生共成长。

6. 你最希望自己拥有哪种才华？

腹有诗书气自华，我希望通过大量的阅读提

升自己的表达、写作能力，提高自身的素养，做一

个知性、有智慧、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

7. 学生对您有什么别样的称呼吗？为什么

会有这个称呼？

学生称我为“神断徐老师”。我认为每一个优

秀的班主任一定是关注细节的。我们经常会碰到

“学生抄作业”“教室的公物被破坏”“教室卫生扣分”

“同学之间产生矛盾”等问题，我遵循“寻找根源”的

理念，通过观察、分析、密谈、判断，刨根问底，保证公

平公正处理问题，学生不仅服我，而且很敬佩我，这

样的教育方法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学生。

班主任 问7 徐小红 浙江省余姚市舜水中学

班级
合伙人

□杨雪梅

让“家校共育”成为可能

当下，教师往往为得不到家长

的理解与支持而“神伤”，家长又常

常会在对学校教育高期待的落差

下滋生不满。双方都在为“育”而

忙，却总是不能在一个频道上发生

共鸣。

其 实 ，

这 往 往 是 因

为双方习惯于

站在自我的角度

审视问题。作为班

主任，我们就是那个消

除无形壁障，将学校和家

庭拧成一股绳的关键人物。

将家长变成“自己人”

从认知行为的角度来看，所有

个体的问题都不仅仅是外在行为

层面的问题，更是认知的结果。不

恰切的认知才是家校之墙的隔膜

所在。

作为班主任，我们先要从改变

自己开始：家长的认知难以与自己

同频，那我们就向前迈一步，多在

日常接触中给予他们正向影响，拉

近彼此的距离。

心理学中的“自己人效应”在

促进家校共育工作中给了我很大

启示：在人际交往中，如果双方关

系良好，把对方视为自己人的话，

就更容易接受对方的某些观点、

立场。

初次见面，我一定会走下讲

台，和家长聊聊关于“咱孩子”成长

的那些事；日常碰面，我一定会多

多驻足，向家长分享自己教育孩子

时的苦辣甜酸；家校沟通，我尽量

转换视角，站在家庭的角度考量自

己的交流方式……

用“自己人效应”激发共鸣，找

寻双方的共鸣区，其实没那么难。

那些观照情感的交流、关于教育目

的的探讨、关乎生活经历的分享

等，都能在教师与家长之间架起一

座心意相通的桥梁。

为家长赋权增能

大多数家长之所以在教育中

扮演“甩手掌柜”的角色，并非他

们漠视孩子的成长，而是由于“门

外汉”的自我认知造成了强烈的

无力感。

班级管理中，我尽量避免让自

己以权威者和专业人士的姿态出

现在家长面前，而是注重与家长建

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并通过邀请他

们参与班级建设、活动设计、成长

规划，增强家长的权能感。

以我曾经所带的班级在寒假

发起的“持续打卡阅读”活动为例：

当有了假期阅读的想法后，我第一

时间与家长分享，请他们出谋划

策。考虑到便于交流，有的家长建

议共读一本书；当知道班主任会和

孩子们一起读时，有的家长提出亲

子共读也是不错的方式，并决定从

自己做起；当想到一个人的坚持可

能会很难时，有的家长建议建群打

卡，这样大家互相勉励……当一个

个“金点子”都来自于家长时，他们

就不会认为这是负担，而是会发现

自己每一点滴的付出都有价值感、

成就感。

其实，为家长赋权增能的方

式有许多。问题的关键在于，你

是否能意识到家长为什么不能融

入你的班级教育中。比如有的家

长忙于生计而无暇教育孩子，这

个时候如果班主任能够邀请家长

进校参与亲子活动，那既能增进

亲子间的情感交流，也能促进家

校间的沟通。

进行价值引领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长期学校，

父母是孩子成长的关键导师，作为

班主任，必须敢于以自己的学识能

力去影响家庭教育的方式。

“ 班 主 任 去 影 响 家 庭 和 家

长？”许多教师觉得这种想法有

些荒唐，毕竟家校之间在育人中

有各自的责任边界。可当我一步

步走近家长后才发现，他们对于

家庭教育的方法是那么求知若

渴，对于如何走进孩子的心灵是

那么焦急迫切，对于如何与教师

全力配合也是那么在意又无措。

这 时 ，班 主 任 如 果 敢 于 打 破 界

限，适时根据家长所需给予一些

引领和指导，就会让家校共育事

半功倍。

在班级管理中，我喜欢捕捉时

机对家长进行价值引领。闲聊中，

不少父母都为孩子过于沉迷手机

游戏而焦虑，可他们没有意识到，

自己在和我交流中也不时看几眼

手机。《这样做，让孩子真正放下手

机》就是我针对这个问题设计的一

次家庭教育讲座，由于主题正好切

中家长需求，他们纷纷报名参加。

我引领家长在抱怨孩子不省心的

同时先反思自己。在意识到自己

才是问题的源头之后，家长便纷纷

向我讨教。

在各种各样活动的引领下，家

长成为我们班级管理的强力后

盾。我的班级管理压力小了不少，

效果也出人意料的理想。

家校共育需要智慧，更需要

行动。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教

育教学研究培训中心）

班级成绩终于出来了，果然如我

所料——大退步，好强的“第六感”

啊！当看到这“触目惊心”的成绩时，

我慌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的脑海里回

荡着无数个问号。孩子们已经初三

了，可为什么中考临近他们的状态越

来越差？为什么他们仿佛很努力，成

绩却没有起色？

我该如何力挽狂澜？有老师告

诉我，这其实并不是我们班级的个

例，而是典型的“齐加尼克”效应——

因学习或工作压力导致心理上的紧

张状态。初三学生学习负担重，他们

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学习效果就会越

来越差。

作为班主任，我必须重视这一问

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学生走出这

段低迷期。

这一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分析原因 制定目标

我利用家长会、家访、电话和短

信等方式与家长交流，和家长一起帮

助孩子分析原因。如果是知识点有

漏洞，那就及时向老师和同学请教；

如果是熬夜原因，那就要更合理利用

时间……同时，我也希望家长能够高

度重视考试结果，积极面对。

此外，我鼓励学生写反思，反思

自己现阶段的学习情况，并在反思

之后制定下一阶段切实可行的目

标。我把班级的板报主题定为“我

们的目标”，让每个孩子把目标写好

后张贴到黑板报上，再由宣传委员

进行装饰。

没想到，孩子们都非常认真地写

了，有的孩子竟洋洋洒洒写了几张

纸，让我感动不已。我认真查看了孩

子们的目标，并一个一个找他们了

解，帮助他们制定更为合理的目标，

以期更好地指导行动。

采取行动 减负增效

此外，我还决定给初三孩子们

“减负”。初三学习任务比较重，该如

何减负？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合理利

用时间，提高学习效率。

我 先 从 自 己 所 教 的 英 语 科 目

出 发 ，在 布 置 作 业 时 附 上 所 需 时

间，让孩子们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当然，回家后作业的监督主

要在家长，所以我鼓励家长加强监

督，一定要有意控制孩子做作业的

时间，不做“勤奋的懒惰者”。而且

回家后的作业一定要独立完成，让

孩子积极思考，这样才能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学生的紧张情绪，让他们

学得愉快。

一次教训后，我们更多的是落实

到每天的行动，多监督，严要求，勤关

心，善鼓励。

表扬激励 关注关心

虽然班级的考试考砸了，但有一

些孩子还是进步的。对于这些孩子，

我进行了嘉奖，把他们评为“进步之

星”，鼓励其他同学继续努力。除此

之外，每天下班前，通过家校联系平

台告知家长当天的进步之星，并写清

楚进步理由。

我想向家长们传达：每个孩子都

有进步的可能，只要目标适当、行动

有力，一定可以超越自己，成为当日

的进步之星。一段时间下来，几乎所

有的孩子都被评过进步之星。

另外，我还加入了“暖心鸡汤”环

节，在平时的试卷和默写纸上增加一

些鼓励性语句，尤其是课文里刚学到

的 一 句 ：You can do almost any-

thing if you never give up（如果不

放弃，你几乎可以做任何事）。通过

励志语，孩子们感受到了老师的关

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情绪。

下一次考试结果如何，我无从知

晓，但只要努力过了，我、孩子们、家

长们都是收获满满的。

考砸了对于班主任而言未必是

坏事，面对“齐加尼克”效应，班主任

要做的就是不断完善自己的教育理

念，多学习、多观察、多沟通，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不辜负一切信任，从而

做到无愧于心。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昆山市石牌

中学）

□俞艳君考砸了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