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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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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即生活”。班级作为一个公共生活场域，具有真实丰富的教育性和人文性，是培养具有责任担当、协作品质、公正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理想之地。在这

里，教师可以通过班级生活实现学生个性化成长和社会性发展。然而，长期以来班级的本体价值和意义远没有得到体现。江苏省扬中市教育局以“和谐共融的人际环境，班级

自治的管理形态，家校合力的育人平台，多元融合的评价机制”为理念，以“行政引领、点面结合、分步推进”为建设思路，在区域内积极开展现代班集体建设，给予学校、班主任指

导和支持，努力让班级成为师生共融共育、乐学乐长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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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现代班集体需要打造一支

精干的班主任队伍。当前，在教师队

伍整体遇到重大挑战的现实背景下，

班主任队伍建设存在“三难”现状。

第一难是专业工作“不会做”，第

二难是负担重“不愿做”，第三难是人

员紧张“没人做”。这“三难”考验着

学校校长，也考验着教育行政部门的

领导力、管理力和创新力。

江苏省扬中市教育局在这方面进

行了可贵的探索，他们立足区域实际，

将班主任队伍的整体建设和班主任个

体专业素养的提升，当作“食不厌精，脍

不厌细”的“一桌好菜”，努力以规范、独

到的“三味”管理，追求班主任队伍建设

整体效益与人本价值的最大化。

第一，在导向上坚持“纯正味”。

一道菜要好吃，前提是口味要正、风味

要纯。班主任队伍整体素质要提升，

前提是方向要明、路径要清。在这方

面，扬中教育人变居高临下的“提要

求、被动做”为上下结合的“自加压、主

动做”。不仅在区域层面努力提高班

主任工作津贴，着力加大专项评选表

彰力度，专门开通“优秀班主任”“最美

班主任”评审，而且落实相应待遇，积

极鼓励学校因校制宜出台尊师重教、

关爱班主任的政策、措施。

第二，在具体举措上切实坚持“麻

辣味”。以川菜为代表的“麻辣味”因口

感硬朗、风格鲜明受到众多食客的喜

爱。应用到扬中市班主任管理实践的

观察上，就是强调制度的刚柔并济，突

出各项具体工作要求的旗帜鲜明：强调

班主任的责任必须旗帜鲜明，凸显制度

的刚性与柔性的有机统一；强调班主任

培养工作必须旗帜鲜明。扬中市教育

局不仅每年在教师节隆重表彰“十佳班

主任”和优秀德育工作者，而且定期举

办班主任基本功大赛，强化班主任的基

础理论学习。同时，在教师职称评审专

业技术岗位定级、骨干教师评选中明确

有班主任工作经历的要求，鼓励人人争

做班主任、人人做好班主任。

第三，在个体发展上切实坚持

“五香味”。扬中市教育局始终坚持

在规范要求的基础上，积极鼓励班主

任特别是年轻班主任自主发展、团队

发展与个性发展，培养有个性、有魅

力的“五香味”班主任。

面对班主任工作“不会做”“不愿做”

“没人做”的三大困境，扬中教育人坚持

以“纯正味”突出方向引领，以“麻辣味”

突出精准施策，以“五香味”鼓励个性发

展，在优化区域班主任管理的实践中进

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正是他们始终坚

持问题导向和创新思维，才在“三难”中

生发了“三味”。这“三味”也是依法行政

的“法治味”，以心通心的“人情味”和善

于变革的“创新味”。以“三味”破解“三

难”，正是扬中教育工作者尤其是班主任

回归初心的体现和义不容辞的使命担

当。班主任的专业素养提升了，现代班

集体建设工作也会越走越远。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镇江市教师

发展中心）

班主任责任重大，事务性工作

繁重，教师担任班主任的意愿不强

烈。基于这样的现实，江苏省扬中

市教育局高度重视班主任队伍建

设，不断增强德育工作的时代性、科

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探索现代班

集体建设的新理论、新方法、新途

径，为加强中小学现代班集体建设

工作积极部署。

统一思想，完善机制

围绕《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

2018 年 10 月，扬中市教育局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现代班集

体建设的实施意见》，在顶层方案设

计、专项经费设立、责任清单落实、

过程指导、考核评价等工作中明确

责任人。学校层面以校长为第一责

任人，分管校长为主要负责人，班主

任、学科教师为直接责任人，学校中

层为“责任共同体”，做到责任分层

传递，举措稳步落实。

试点先行，强化指导

本着尊重实际和自愿申报的原

则，扬中市联合中心小学、丰裕中心

小学、兴隆中心小学、南京师范大学

附属扬中小学教育集团、扬中市外

国语小学教育集团和新坝中学等 6

所学校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试点。各

校上报方案，市教育局德育科指导

学校修改完善，并定期组织专家入

校指导，通过现场推进、中期评估、

终结考评等方式确保试点工作有序

推进。

试点学校推进一年后，各校现代

班集体建设初见成效。兴隆中心小

学和扬中市外国语小学教育集团开

展的《小学生生态素养提升行动》和

《以“TPS 成长共同体”的构建促进小

学生自主发展》，先后被评为江苏省

品格提升工程项目。6所试点校在构

建和谐人际关系、学生自主管理、家

校合力育人等方面有了新思路、新举

措、新进展。

市教育局还以德育共同体活动

为载体，先后在扬中市西来桥学校

和扬中市第一中学教育集团举行了

“班组文化”和“新班级新面貌”项目

推进会。

在总结试点学校经验的基础上，

市教育局启动了全市中小学现代班

集体建设工作。

改革评价，全科育人

评价是激发班主任主动性、积

极性的有效手段。2019 年，市教育

局出台《扬中市中小学优秀现代班

集体评分细则》，从建设目标、组织

机构、集体规范、舆论氛围、班级文

化、集体活动、人际关系、合力育人、

评价机制、建设成效等 10 个方面 30

项指标，对班集体建设工作进行立

体、多维、全面评价；出台《扬中市学

生成长优秀导师评比办法》，定期组

织评选，对成效显著的班级、班主任

和非班主任给予表彰，对先进学校

给予专项奖励。

目前，扬中市中小学现代班集体

建设整体推进态势良好，许多非试点

校的现代班集体建设工作也有创新、

有亮点。与此同时，同类学校之间互

相研讨的氛围日益浓厚，现代班集体

建设在区域内蔚然成风。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扬中市教育局）

我校现代班集体建设以“特长团

队”管理为模式，聚焦人的发展，打破

传统班干部制度，开展“特长团队式

班干部组织下的现代班集体研究”。

“特长团队式班干部组织”是将

以往班干部的个体存在改为团队存

在，让每个学生参与学校和班级管

理。校级层面将原有少先队组织与

学校管理工作结合起来，组建学习团

队、健康团队、艺术团队、外交团队、

内务团队、纪检团队等六大校级团

队，直接参与学校管理。班级层面，

各班根据班级建设需要、学生个性特

长设立 6 个团队之外，也可以成立其

他团队组织。

6个团队在班级层面发挥不同的

作用：

学习团队：统筹安排与学习有关

的事项。比如带领全班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等。

健康团队：统筹安排与体育有关

的事项，疏导同学的心理问题。比如

哪些同学适合参加学校运动会，同学

间有了小矛盾怎么解决等。

艺术团队：统筹安排班级艺术活

动。组建音乐、美术、宣传等小组，在

学校内的大型活动中进行风采展示。

外交团队：统筹协调班级对外的

一切事务。比如对口班级的联谊活

动，实践活动的联系和组织，与家长

交流等。

内务团队：统筹安排班级内务，

负责卫生、环境整治等工作。

纪检团队：负责课堂、课间、就

餐、两操、路队等纪律的管理、监督、

检查。

高年级各团队还有传承和帮助

的责任，五六年级与一二年级结成大

团队，高年级部分团队成员到低年级

进行帮助和指导，如大课间活动、早

读指导，分担班级内务，帮助出黑板

报等。大手拉小手一起成长，这既是

一种义务又是一种奖励，高年级学生

以到低年级服务为荣。这一创新既

发展了学生的能力，又培养了学生的

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

扬中小学教育集团）

现代班集体建设之特长团队研究

特长小团队 未来大发展
□蒋雪梅

以“三味”破解“三难”
□徐 明

点 评

特
别
策
划

为现代班集体建设搭桥铺路
□印 斌 冯丽娟 戎 梅

我校在“生本德育，和谐校园”

的主题架构下，实施“现代班集体人

际关系建设”项目，打造以“核心素

养为宗旨，生本管理为主线，活动体

验为载体，自主参与为推手，发展评

价为杠杆，全员育人为保障”的德育

新格局。

师生关系——推行特色导师制，

缔造美好师生情。特色导师制力求

实现两个功能：从导“学”走向导

“育”，使教师从学生的“学业导师”真

正成为“人生成长导师”。通过教师

指导激发学生的自主发展需要；从导

“智”转向导“情”，通过教师引导融洽

生生关系，提升学生交往能力。

特色导师制坚持“六个一”原则：

每组一张个性化合影；每天一次谈

心；每周给学生写一段话；每月一次

“话访”；每人一份成长档案；每学期

对导师进行一次考核。导师全面指

导和管理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随

时关注学生的思想、心理、行为、生

活、学习情况。

生生关系——实施生本自主管

理，打造班级和谐文化。班级文化是

班级的灵魂。我校班级文化着力培养

学生自主教育的意识和能力。在班级

硬文化建设中，一方面打造“能育人”

的环境，另一方面各班自主制定考核

制度，大力推行互评机制。班内增加

了负责协调人际关系的组织角色，增

加学生之间交往合作的机会。在班级

软文化建设上，学校开展丰富的活动，

让学生在活动中成长，提高“做事”能

力，学习“做人”之道，获得“价值”启

蒙，为融入社会生活打下基础。

家校关系——建立三级培训机

制，提升合力育人水平。学校家长委

员会实行校级、年级和班级三级制，

同时探索校级专题讲座、年级分层辅

导、班级咨询研讨的三级授课制。学

校通过问卷调查、家长座谈等形式收

集和发现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确定

家长学校教育的重点和方向，分层教

学、连续指导，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

教育观，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

一体的育人体系，形成教育合力。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扬中市新坝中学）

现代班集体建设之人际关系建设研究

和谐之花常开心间
□蔡 华 张 芹

我校通过“家庭、班级教育共同

体”的构建，积极推进家校合力育人

行动的落实。

挖掘家长资源，激发共育活力。

“朵朵讲坛”是我校在共同体资源建

设中的成功样板。家长结合自己特

长和学生需求，走上讲台“现身说

法”；实行家长督学驻校管理，开展“N

个一”活动，如参加一次晨迎、巡视一

次校园、进班听一次课等，及时将发

现的问题、合理化建议反馈给学校；

家长策划并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多角

度了解学生的校园生活，进一步激发

家长走进班级、参与管理的热情。

畅通交流渠道，密切共育关系。

各班利用校讯通、QQ、微信等通讯工

具和应用软件，搭建网上家校互通平

台；策划“校园开放日”“遇见成长”

等活动，邀请家长入校体验，共同探

讨孩子的发展现状和成长方向；推进

“百名教师访百家”活动，每月第四周

为“家访周”，班主任和学科教师组成

家访团队，深入了解每个家庭，便于

教师及时调整教育方式，共育功能得

以更好发挥。

创新家长培训，提高共育效果。除

了每学期固定的家长学校课程以外，学

校 还 开 发 了“TPS 新 家 长 学 堂 ”〔T

（teacher)指教师，Ｐ（parents）指家长，S

（student）指学生〕网络在线平台，开设菜

单式“微讲堂”，提升家长的教育素养。

第一次线下“微课堂”由教师朱建

梅率先开课，她围绕“帮助孩子从容面

对挫折”的主题，从网络和身边真实的

案例出发，引导家长反思自己的教育行

为，并现场给家长答疑。一个半小时的

课程结束，家长明白了对孩子进行挫折

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看到了自己在

教育孩子方面的误区和不足。

学校通过整合家长优质资源，让家

长成为班级管理的“第三只眼”，成为教

育教学的有力补充；多维度畅通班级与

家庭交流渠道，让家校沟通更快捷、更

精准。家庭与班级的强强联手，激发了

共育活力，密切了共育关系，提高了共

育效果，助力了孩子成长。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扬中市外国

语小学教育集团）

现代班集体建设之家庭与班级合力研究

执家长之手 与家庭同育
□徐 香

试点学校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