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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班主任2020年1月8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班主任是知识生产者班主任是知识生产者
班主任参与教科研往往被称为

“行动研究”，突出了班主任工作的实

践性，但如此表述也会淡化其知识生

产的特征。其实，在教育教学实践中，

存在许多成为知识生产者的班主任。

研究的本质是思考和发现，作为

一名教育者、领导者、学习者，班主任

具有开展研究的可能性，他们在工作

中要反复经历判断、选择、决策、反思、

重建的过程。正是班主任工作的这一

特殊性，使知识生产成为可能。

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举行的一次

研讨会上，针对组织、策划的“班级田

园”吉祥物评选会，南海旗峰小学教师

邓春花集中分析了评选会的“展开逻

辑”，重现了此次活动的设计和组织过

程。而她的思考和策略就来自此前开

展的班级评选会研究。

实践中还有许多这样的案例，有

的班主任与村委会合作，提炼出乡村

教师与家长、社区合作的策略，并将策

略应用于乡村治理体系；有的班主任

促进了“家庭小书房”建设，形成了成

果并发表；有的班主任将探索班级建

设的实践以著作的方式完整呈现出

来，丰富了班级建设的研究成果。

可见，班主任可以创生班级建设

等领域的新知识。例如，关于班会的

研究，邓春花老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

体会到了“会”的特征，坚定地认为班

会是“会”不是“课”，要通过“评选会”

“策划会”“推进会”“表彰会”“反思会”

等不同类型的“会”丰富实践，进而形

成对各类“会”的独特价值、展开逻辑、

评价体系的系统认识。与此有关的班

级文化建设、班级岗位建设、班级组织

发展、班级主题活动等研究，以及师生

互动、家长参与、社区合作、学科融合

等研究也在此范围之内。对班级建设

理论的研究者而言，他们是非常值得

欣赏的合作者和知识创生者。

在教育理论体系中，班级意味着

什么？在教育系统中有着怎样的定

位？班级建设的内容结构和过程逻辑

是怎样的？实践中有一系列需要回答

的问题，而班主任丰富的工作经验经

过理性论证，就可以形成解释、指导教

育实践的知识体系。

班主任可以贡献有关学生、学校、

家校合作等领域的知识。班主任工作

的特征便于深入接触学生、家庭、社区

和学校，因此他们对当前学生的发展

状态和问题、家庭教养方式、社区治理

现状、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等都有发

言权。当班主任的这种体验、感受、思

考、探究转化为具体的知识，就会极大

丰富教育知识体系。

班主任可以参与和促进有关教育、

社会、人的终身发展等领域的知识发

展。以我们正在进行的乡村教育研究

为例，有的班主任在研究中分享自己如

何促成乡村学习型家庭的建设，推广与

村委会合作的方式，更新对隔代教育的

认识和理解，班主任实践丰富了研究者

对中国乡村的认识，也为政策研究、制

度改进和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

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当前面临哪些

问题？社会与教育、个人的关系是怎样

的？“全民终身学习”意味着什么……在

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有许多

新问题、重要问题需要回答，也需要更

多人投身到对教育、社会、人的终身发

展的研究中来。如果班主任能保持思

考的习惯、提升思考的能力，投入到知

识的创生、完善、修正的过程中，就可能

在这些领域生成有意义的成果。

研究生态的不断完善将支持更多

班主任成为知识生产者。班主任不仅

可以依靠个体力量发展自己的认知系

统，与同行合作、参与班主任研修活动

也可能在普遍意义上促进班主任形成

新的认识和知识。他们是当前教育理

论发展不应被忽视的力量，需要有专业

力量促成班主任群体的发展。与此同

时，中小学班主任对教育理论的熟悉

度，对调查研究、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

的使用水平以及研究能力都在快速提

高，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拥有高学历、

高学术修养的人才加入班主任队伍。

因此，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群体的基础素

养的变化，更需要保持对这个群体作为

知识生产者的期望和信任；要进一步研

究、促进班主任的知识生产从无意识到

有计划，从隐性到显性，从零散到系统，

从生产到传播、应用，并在研究过程中

不断促进对班主任角色的理解和期待。

李家成，上海终身教育研

究院执行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

“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研究

员、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反复经历判断、选择、决策、反思、重建

的过程，这使得班主任开展研究成为可能，

也正是班主任工作的这一特殊属性，使他

们有条件成为知识生产者，可以为教育理

论发展提供支持。

“老师，您快去看看吧，玥‘炸毛’

了！”课间操刚回来，班长雯跑来告

诉我。

我把玥和媛叫到办公室，玥仍然

在哭。玥与媛是好朋友，课间在操场

自由活动时两人互相嬉戏，媛碰到了

玥的眼镜，友谊的小船瞬间翻了。无

论媛怎么道歉，玥仍然哭闹不止。我

拿起玥的眼镜仔细检查，发现只是镜

框有些变形，镜片并没有破损。再看

一向大大咧咧的媛也一脸恼怒的样

子，我便劝玥：“你看，眼镜并没有大

问题，修理一下并不妨碍使用。媛不

是故意的，原谅她好吗？”

“怎么没问题，我的眼镜是名牌，

很贵，怎么修？”玥无视我递给她的

“梯子”，情绪激动。

不得已，我邀请了双方家长。媛

的父母表示愿意承担修理眼镜的费

用，只希望别伤了两个孩子的友情。

玥的妈妈则充满歉意，说孩子让她惯

坏了，眼镜没大问题，不用赔偿。最

后，我陪玥的妈妈去了眼镜店。路

上，玥的妈妈说，玥的爸爸在新加坡

工作，眼镜是他回家探亲时给玥买

的，孩子视若珍宝，所以眼镜坏了她

的情绪很激动……

两天后，我翻阅孩子们的纠错

本，一张小纸条掉了出来，是玥的字

迹：“老师，你把我‘折叠’了吗？”

仔细玩味，我扑哧一声笑了。眼

镜事件确实让我对玥有些失望，但我

还是喜欢她的。玥在同龄人中是那

种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妥妥当当，很少

给别人添麻烦的人。尤其让我欣赏

的是她喜欢读书，偶尔我们还会交流

读书心得，“折叠”这个词语就是心得

之一。

那段时间，玥在读海明威的《老

人与海》。她告诉我，有些篇章很难

读下去。我建议她尝试几本书交叉

阅读，当一本书读到晦涩、无趣处，不

妨折叠一下，换另一本书读，等情趣

来时再接着读。

她真是个“精灵鬼”，“密语”变

“蜜语”，眼镜事件的郁结竟神奇地消

融了。

那天放学时，我和玥又走在了

一起。

“发脾气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用的

东西，只有小孩子才赌气，成熟的人

只解决问题。你一直羡慕蔡康永的

高情商，其实所谓的高情商就是为了

让我们自己和他人活得更舒服。生

活在群体中，人需要适时‘折叠’一下

自己，把身段放软一点、低一点，不咄

咄逼人。一个巨型的自我是不利于

前行的……”

“老师，我对媛说了对不起，我们

又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现在，您

可以继续‘阅读’我了吧？”

“当然！我对你这本‘书’还是很

感兴趣的。”

看着一身轻松走远的玥，我心中

忽然充满了感激和愉悦。我曾经以

为，只有批评才能解决问题，而如今

更相信温柔、接纳的力量。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

地方”。非常时刻，不妨暂时将人和

事“折叠”，以时间换空间，让理智、温

情寻路走来。

孩子就像一杯牛奶，适时的“折

叠”恰似一块方糖，投下的那刻便慢

慢融化，只需等待甜蜜显现。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第十

四中学）

老师,你把我

“折叠”了吗
□王艳芬

“鼓励树”
每个人都需要被鼓励，正如植物需要

阳光。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景莲小学六

年级（2）班的教室有一棵“鼓励树”，学生

可以在“树叶”上写出对同学的关心、鼓

励，也可以展示自己的想法和信念，既温

暖又鼓劲儿。卡片一张，小树一棵，点燃

孩子努力向上的信心。 龙华华/图文

我这样家访 □蒋金娣

如何提炼班级独特气质，并借此

带给学生一段深刻的记忆？“班级手

账”不失为一个有效方法。

“班级手账”是班级日志的升级

版，既有班级日记漂流互动的特点，

又具有图文并茂的特点。我班的“班

级手账”是一个B5活页本，便于学生

翻阅和记录。“班级手账”按照学号顺

序漂流，每个学生完成一页的记录。

“班级手账”内容广泛，只要充满

正能量，没有其他要求。

有的学生写了当天最喜欢的一

节课，比如在美术课上学到了新本

领，在选修课上做了新作品，外校老

师来上课……通过这些记录，孩子们

渐渐明白，只要用心学习和观察，每

天都有新收获。

有的学生利用“班级手账”记录校

园新闻，比如班干部竞选、学校运动

会，图文并茂，现场感十足。每个孩子

拿到“班级手账”后都会翻看其他同学

的记录，并在阅读中渐渐明白，班级是

大家的，每个人都爱着班级，期待班级

变得越来越好。

“我入选校足球队啦”“我被评为

小书虫”“我参加了拔河比赛”……有

的孩子在“班级手账”上记录自己的“小

确幸”。榜样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人

获得成功的快乐可以传递给更多人。

一部精彩的电影，一场即将登陆

的台风，一本好书，社区垃圾分类的新

做法……孩子的世界很大，他们的目

光不局限于校园和家庭，“班级手账”

也成为学生观察社会的瞭望台。

对班主任来说，“班级手账”是了

解学生学习生活、走进学生内心世界

的小“法宝”。孩子们说，我是班级的“0

号同学”，因为每次我都是第一个写手

账的人，我会把想说的话和满满的爱

毫不吝惜地写下来，传递给每个孩子。

为了让“班级手账”更生动有趣，

我也适当地教给孩子们一些记录手

账的方法。

比如，利用放学前的十几分钟，我

与孩子们共同回顾一天的时光，帮助

孩子们发现那些有趣、喜欢、难忘的

事。久而久之，孩子就能自己发现可

以写入手账的素材。如果想记录的事

情很多而难以取舍，我就提示孩子们

可以采用分栏的方式，既简单又明了。

一篇好的“班级手账”应兼具内

容与颜值，怎样的方式可以达到这

样的效果？除了孩子们常用的画

笔，我给孩子们介绍了纸胶带、印

章、照片等素材，并教给孩子们简单

的排版样式。孩子们跃跃欲试，兴

趣盎然，同时也在交流中发现他人

记录的手账之美。

开展“班级手账”漂流一年多来，

已经写了满满3本。每每翻开这些本

子，一幕幕往事就又鲜活起来。每个

学期，我将“班级手账”复印，作为期末

礼物分发给每个孩子。希望多年之

后，孩子们再看到这些稚嫩的文字、可

爱的配图，能真切感受到自己与老师、

同学共同度过的快乐的童年时光。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

神奇手账 □潘钰颖

班主任与家长交流的方式多种

多样，除了电话、短信、到校约见，我

做得最多的是家访。做好家访，可以

打开家校协同育人的通道，为班主任

赢得家长的支持和配合。

首先，选定家访对象。

一个班里有几十名学生，班主任

一个一个家访是不现实的，效果也不

会显著。所以，我最常用的是“雪中

送炭”式家访。比如，小永在“每日一

记”中多次表达对爸爸的不满，与家

长多次沟通发现父亲不能接纳孩子

成绩不理想的事实，甚至采用暴力方

式管教孩子。那时，我才看清小永沉

默、颓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原因。

到小永家进行家访，重点是让小永爸

爸明白，关注孩子的分数不如激发孩

子的上进心，让孩子主动发力，而父

母的欣赏是最好的动力。这次家访

后，小永爸爸开始主动询问孩子在学

校的表现。

家访也要有所选择和有针对性，

除了通过日常观察锁定家访对象外，

家长的求助也是进行家访的原因。

那天早上，小雅妈妈急匆匆赶到

学校说，凌晨2点钟，她发现小雅的房

间里有亮光还有滴滴滴的声音，走进

去看到小雅还在用手机聊天，就没收

了手机。早上她看到小雅放在桌上

的字条，上面写着“如果不归还手机

就跳楼自杀”。

对于小雅，我是非常了解的。9

岁时父母才把她从老家接到身边，因

为觉得愧疚于她，所以事事都顺着她

的心意，哪知现在她越发厉害了，总

是用自杀威胁父母。在和她妈妈充

分沟通后，我决定周五去家访，和她

父母好好演一出“戏”。

周五，我按时来到小雅家，送给

她一箱甜趣饼干。小雅接过饼干笑

着说“谢谢老师”。我说：“小雅，你

笑起来真好看，今后要多笑。”

交流中，按照事先的约定，我故

意把矛头指向小雅的父母，告诫他们

学习成绩固然不能忽视，但孩子的身

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小雅每天不吃

早饭，上课怎能集中精力学习？在孩

子的事情上，家长要分清主次，首先

要做好后勤工作，然后才是学习成

绩。小雅妈妈听我这么说，一个劲地

说：“我们做得确实不好，只盯孩子的

分数，把这些应该要做好的后勤工作

疏忽掉了。”小雅爸爸也在一旁检讨

自己。

在父母的自责中，小雅把手机和

平板都交给妈妈，并说，平时也基本不

用，要用的时候再要。趁着这个机会，

小雅妈妈也讲了自己创业的艰辛，因

为没文化受的各种委屈，所以才希望

小雅好好学习，将来有个好前途。小

雅听了妈妈的话开始抹眼泪，终于与

父母和解。如今，小雅脸上常挂着微

笑，学习成绩也有所提升。

实践告诉我，按需家访，家长和

孩子都能做出善意的改变。

其次，备好家访课。

家访不是简单上门与家长说说

孩子的事，更不是告状，而是携手家

长一起帮助孩子处理好学习、生活中

出现的问题，过程中要尽最大可能争

取家长的支持。而家访除了就事论

事，还要给家长提供家庭教育的正确

方法。家访访一时，工作在平时，做

好准备工作很重要。

备学生。教师越了解自己的学

生，家访时越容易与家长产生共鸣，

家访的效果也就越明显。

备家长。与每届学生家长第一

次见面时，就是我了解家长的开始，

只有对家长的文化水平、职业、教育

理念等做到心中有数，家访时才能扬

长避短，有的放矢。

备内容。家访内容是长期观察

的积累，对学生出现的状况做逐一梳

理是我掌握家访主动权的重要环

节。事实证明，提前备好家访课有助

于家访目的的达成。

再次，上门家访。

决定家访后，我提前一两天与家

长确定时间，出发前还会买一些零食

或水果，这是每次家访的必备品。

在学生家中，我观察学生的生活

环境，比如是否有独立的学习空间、

课外书籍，有没有饲养宠物，以及房

间整洁度等。我与家长的交流不涉

及分数，聊得比较多的是孩子的精气

神、身体状况、情绪、学习态度等，肯

定孩子在集体生活中的优点，也为家

长的努力点赞。家长一般会主动谈

孩子的学习习惯和为教育孩子所付

出的努力，我会针对具体情况给家长

提供建议和方法。

工作中有老师问我，家访做几次

才有效？其实家访的目的不是为了

得到某个结果，而是在与家长沟通的

过程中用真心赢得家长的支持。

每一次写下家访的经过和感受

时我都提醒自己，家校沟通最需要的

是学校和老师的主动出击。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熟市第一中学）

征 稿
【我秀我班】通过图文展示班级

特色或班级活动，附 300字图片说

明。内容可涉及教室环境布置，或者

班级特色活动中某一动人场景。图

片1M以上。

【给班主任的建议】给新班主任

的建议/给中途接班班主任的建议/

给班主任成长的建议/给班主任走向

职业幸福的建议/给班主任破解职业

倦怠的建议……任选一角度展开写

即可。1500-2000字。

（提醒：稿件必须为原创且未公

开发表）

家校彩虹

班级叙事

我和你

我秀我班

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