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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河南洛阳的王老师

是一名初二年级班主任，

他对学生各方面要求十

分严格，学校各项评比总

是名列前茅。

一天早上他去跟操，

发现学生李想（化名）伸

长脖子在看检评员的评

分表。“看什么看，你这样

懒懒散散的，班级能不被

扣分吗？”没想到，李想回

答说：“你使劲扣，分扣光

才好呢！”检评员说：“你

难道是故意的？这班不

是你的班呀！”“班是班主

任 的 班 ，分 是 班 主 任 的

分，跟我有什么关系。”李

想一脸不屑地说。

王老师听到此言转

身离开。自己对工作认

真负责，对李想这样的后

进生更是悉心教导。为

什 么 李 想 这 样“ 报 答 ”

他？问题出在哪儿？自

己平时千辛万苦，大事小

事督促跟进，怎么得不到

孩子的真情哪怕是理解

也好？对于王老师的困

惑，您有什么看法？

名师解析

看了案例中王老师的遭遇，我想

许多班主任会感同身受。很难受、很

委屈，但又不得不面对。

剖析李想的言行，大致有三个层

次：班级分数使劲扣，扣光才好；扣的

分是班级的，不是我的；班级是班主任

的，与我没有关系。这些言语直指一

个核心问题：班级不是我的！我们可

以猜测李想与班主任之间的所谓“过

节”，也可以臆想李想如此作为的原

因，但李想在无意中提出了班级的归

属问题——班级究竟是谁的？

也许，这不该是一个问题。有人

认为，班级归班主任管，班主任的工作

业绩落实于班级考评分数，班级就是

班主任的。如此会导致什么结果？

“班级是班主任的”思维
模式下产生的问题及影响

首先，班主任以个人意志为上。

案例没有展现王老师管理班级的细

节，但从王老师“对学生各方面要求严

格，学校各项评比总是名列前茅”的描

述中可以看出，王老师是一个执行力

极强的班主任，也是一个无比重视分

数的班主任。他要求班级必须优秀，

优秀就是要胜过其他班级，所以时刻

在意分数，在意分数下的学生表现，却

忽视了此种要求下学生的真实感受，

忽视了学生的个性需求和差异。

其次，班级缺少学生表达意见的通

道。李想的行为有一定代表性，这部分

学生敢于用行动表达自己的不满，具有

反抗意识和批判精神，体现了青少年成

长过程中要求获得尊重与平等的心理

需求。但王老师显然忽视了这些，从他

的委屈中我感觉到，他不了解李想如此

做法的动机。忽视学生的身心特点，直

接导致了学生“毫不领情”的后果。

从学生个体来说，王老师确实没有

与李想建立起一种美国教育学者内尔·

诺丁斯所说的那种真正的关心关系；从

班级整体而言，王老师也没有构建起便

于学生表达看法和见解的公共话语平

台，致使李想用一种极具个人报复的做

法表达自己的不满。与其说李想是在

表达对分数的看法，不如说是在表达对

班主任个人权威的挑衅。正是李想的

这种看似“不可理喻”的表达，让我们对

“班级是谁的”这一问题有了深刻追问。

再次，学生对班级没有归属感。一

个优秀班集体的打造最终会带来班级

制度的完备、班级文化的形成，使得班

级成为学生心灵的归属地。王老师把

追求“各项工作名列前茅”当成班级建

设目的，极易忽视班级管理及各项活动

真正的育人价值与作用。试想，为了名

次，活动极有可能只是部分优秀学生的

“秀场”；班级考评不被扣分，班级里的

重要岗位可能只是少数能力较强学生

的“终身荣誉”，更多学生被动完成各项

事务。如此发展的班级，不过是一个学

生学习的物理空间而已。

“班级是学生的”，班主
任的职责在于建班育人

常听到班主任告诫学生说：“你们

要对班级有归属感，这是你们天天生活

的地方。”这样的告诫能融进学生的心

灵吗？归属感是一种感觉，是心向往

之，没有情感、思想的投射，归属感从何

而来？因此，“班级是谁的”这个问题振

聋发聩，因为这关系到班级建设的主体

问题，更是建班育人的根本问题。它涉

及班级如何定位，班级、学生与班主任

的关系定位，班主任的职责定位等问

题，可谓班级建设的教育目的所在。

班级理应是学生的。班级是学生

的公共生活空间，这里有他们共同的

愿景和目标，有他们共同约定的规章

制度，有他们稳定而持久的人际关系

和成员间互相依存的权利与义务。班

主任的职责是开发班级本体潜在的教

育资源，通过班级这一媒介让学生履

行主体义务，使得班级这一精神性存

在最大程度地反哺于学生的成长。

班主任要树立班级建设目的意

识。班级建设目的是育人，班主任要意

识到学生行为是其深层意识的显现，探

究学生行为的“为什么”，而非一味追求

“怎么办”。诸如，看到李想的做法，会

站在学生立场，探究学生如此作为的动

机，探究学生反感分数的行为心理，并

真正建立起基于学生认同的班级制度

和约定。

班主任要尊重

学生的主体意

识。学生身心发

展有其规律，随

着年龄的增长，学

生的主体意识逐渐增

强。班主任一味采用“结

果性评价”，使得学生常处于被批评、苛

责甚至挫败感中，也就不可避免成为班

级管理中的“问题学生”。所以，班主任

要具有尊重、平等意识，凡事多听取意

见、多注重学生感受，让学生感觉到“班

级是自己的，我的班级我做主”。如此，

学生就会主动打开对话频道，基于解决

问题的立场与班主任对话。

班主任要创设学生参与班级建设的

平台。杜威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

会。教育必须立足于学生的社会性发

展，为未来生活奠基。教育家叶澜也说：

“现代学校的存在价值不再停留或满足

于传递、继承人类已有知识，实现文化的

‘代际遗传’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

复制式再生，而是追求为社会更新性发

展、为个人终身发展服务的存在价值，使

教育成为人类社会更新性的再生系统。”

因此，班主任要充分开发班级的教育资

源，为学生提供锻炼自我的平台。诸如

班级服务岗位的打造，因岗设人，促进学

生能力的提升；班级公共话语平台的创

设，班级会议、班级微信群、班级论坛等，

提升学生表达、评价的能力；班级活动的

设计，社会实践、主体活

动、研学义卖，增强学生合作组

织的能力；班级制度文化的制定，

班级公约、班级管理制度、监督制度

等，培养学生协商议事的能力。总之，把

班主任的严格要求变成学生的自我要

求，把班主任的分数变成学生自己的分

数，如此才能达成班级建设的共同愿景，

班级才能真正成为师生“共有”“共治”

“共享”的精神家园。

写到此处，我想起前不久在微信

朋友圈看到的一幅画面：一位年轻的

班主任在灯光明亮的教室里布置黑板

报，黑板前面放着一辆婴儿车，车里是

她不会走路的宝宝，外面已然夜色笼

罩。图片获得无数点赞。是啊，很敬

业，很负责，但似乎又觉得哪里不对

劲。我从情感、心理上都不愿意抹杀

这位班主任的热情和付出，但是如果

从学生“学到什么”“学生获得什么”的

角度看，我宁愿这位班主任早点回家，

把黑板报留给学生，哪怕绘图不够精

美、色彩不够和谐，但那至少代表学生

参与了，因为班级是学生的。

班级是谁的班级是谁的
□蒋凌雪

看着案例中王老师的无奈，我也

很无奈。王老师无奈于自己千辛万

苦的付出得不到学生的理解，我无奈

于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地发生在班

级里。

班级到底是谁的？这是问题的

核心所在。班主任是班级的引导者

而非“包办者”。但现实中，许多班主

任像王老师一样在各方面严格要求

学生，将手攥得紧紧的，哪怕学生有

一点失误都不允许。在班级考核与

学生能力发展的天平上，我们忽略了

后者选择前者，于是就有了“班是班

主任的班，分是班主任的分，跟我有

什么关系”的话语出现。若想避免这

种情况出现，最重要的是让学生认识

到“班级是我的”。

如何让学生认识到“班级是我

的”？让学生成为班级规则的制定

者。班规应该是学生的需求，而不是

老师的要求，应该由学生自己制定，

而且是人人参与，班规制约的对象应

该是包括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在内的

所有成员。制定和实施班规的过程，

就是民主启蒙、民主教育和民主训练

的过程。

但是，只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还远

远不够，班主任还要搭建平台，让学

生真正参与到班级管理中来。不是

班主任要求学生做什么、怎样做，而

是学生自己思考应该做什么、怎样

做，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

组织多种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

实现自我价值，产生集体归属感和荣

誉感，这一点也很重要。班级活动是

班集体形成和发展的生命线，班级的

灵魂是在活动中诞生的，而有了灵魂

的班级，每个孩子便不会将自己置身

事外，而是与班级共荣辱、同进退。

这样，班级自然就会成为“我的”“我

们的”，而不是班主任的。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好运

角中学）

“班级是我的”
□李 楠

同行观点

蒋凌雪，上海市中国中学高级

教师、班主任。上海市优秀班主

任，徐汇区十佳班主任，徐汇区高

中优秀班主任工作坊主持人。

王老师工作认真负责，虽然各项

评比总是名列前茅，却得不到学生的

理解和认可，甚至有学生认为“班是

班主任的班，分是班主任的分”。如

何打消学生这种念头？

首先，王老师应该摆正自己的位

置，不能以“总督”自居，把自己置身

于学生之上，居高临下地管控学生。

班主任应该走进学生的生活，贴近学

生的心灵，征询学生的意见和看法，

尊重学生的体验和感受。

其次，王老师工作的出发点和立

足点应该放在学生身上，为学生的成

长和发展着想，而不应该以自我为中

心，只注重工作是否完成和考评业

绩。须知，育人才是目的，管理只是

路径和手段。当然，现实中王老师也

有诸多无奈，比如班主任的绩效考

评，这关系到教师的评优评先甚至职

称晋级。这就可能促使王老师只顾

着自己的绩效考评，无形中站到了学

生的对立面，使学生错误地认为老师

的所有付出都是为了自己，以至于有

了“班是班主任的班，分是班主任的

分”以及“分是老师的命根儿”这样的

荒唐论调。

最后，王老师应该注意改进工作

方式，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班主任不

需要“千辛万苦，大事小事都督促跟

进”，班级事务要“管”更要“理”，即加

强对学生的组织和指导，注重发挥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学生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意识，为班

级工作的开展和学生健康成长、全面

发展创造条件和空间。

班主任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真

正以生为本，增强学生的角色认同，

让他们积极参与班级管理，才能避免

出现“费力不讨好”的困惑和尴尬。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亳州市铁路小学）

摆正位置 以生为本
□李运明

李想为什么会说出“班是班主任

的班，分是班主任的分，跟我有什么

关系”这样的话？原因可能很复杂，

我姑且从量化评分角度分析可能的

原因和解决对策。

量化评分是目前中小学常用的

管理措施。将班级和学生的行为量

化的好处在于，可以通过分数直观地

看见学生的进步和成长，教师在评价

学生时可以“有理有据”。

好处之外，量化评分很容易导致

班主任把分数当作“目的”，而不是把

分数作为促进学生成长的“手段”。

当分数影响了班级荣誉时，班主任的

关注重点往往会转移到扣分对班级

造成的不良影响上，于是只批评学生

让班级丢分，忽略了对学生真正的教

导，偏离了量化评分这一管理手段的

育人初衷。班主任要牢记，分数是

“末”，通过“分数”育人才是“本”。

（作者单位系上海复旦五浦汇实

验学校）

莫让量化评分“本”“末”倒置
□刘 尧

王老师遇到的问题是许多班主

任日常都会遇到的，王老师的苦恼也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些班主任做

得辛苦、认真，因此自认为“应该”得

到孩子的真情和理解。

著名文化学者梁冬曾对此种“应

该”心理进行过深刻剖析：“我现在总

是观察一些人，如果一个人言必称

‘应该’，这说明他心里有强烈的我执

性。这个世界哪有‘应该’？全是‘活

该’。每一件事情都是‘活该’的，你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结果，是很多机缘

导致的，你如果一开始就说‘应该’，

其实就屏蔽了很多的可能性。”

王老师有了“应该”式的思维，

在班级管理中就会习惯命令与指挥

学生，用各种规章制度严格管控学

生，就会形成一种急功近利、直达目

标的工作风格。但教育面对的是活

生生的人，不是下达了“应该”的指

令即可完成工作的机械。教师需要

通过协商与沟通耐心、巧妙引导学

生，让学生看见管理背后蕴含的教

育意义和价值。我班的广播操评比

总是全校第一，班主任在与不在一

个样，秘诀就是我们形成了一种共

识——持之以恒认真做好一件简单

的事，就是一种不简单！学生自觉

把做操当成身体锻炼和人格修炼的

本分。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桐乡市第三中学）

别让“应该”成为“活该”
□朱永春

记不清从哪本书上看到过一句

话：“‘孩子’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教育

理念。”看了王老师的案例，这句话又浮

现在我的脑海。其实，王老师的困惑就

来自于他的“严格要求”，来自于他对

“孩子”一词的较为肤浅的解读。

班主任不能将“孩子”当成自己

登上光荣榜的工具。班主任如果一

味追求各项评比的成绩，在不知不觉

中，管理就会少了人性的温度。

王老师“悉心教导”李想，教导

了什么？从案例分析，王老师的教

导可能更注重命令和指示，从而导

致李想认为“班是班主任的班”，跟

他没有关系。王老师看到这一切，

应该冷静地进行反思，去除功利心，

才是真正的教育。

在此提两条建议，与王老师共勉：

第一，记住“孩子只是孩子”。教

师要时时刻刻记着“孩子只是孩子”，

就会宽容孩子的错误，相信孩子终究

会长大，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给予

得体的帮助与支持。教育是慢的艺

术，教育是静的艺术，教育者应该学

会“静待花开”。

第二，记住“孩子不仅是孩子”。

我们要记住“孩子不仅是孩子”，要抓

住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闪光点或错误，

采用多种方式引导孩子自己去感悟、

经历，逐渐学会自理、自治。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籀园小学）

“孩子”，是一种教育理念
□许海琴

读了案例后，我能理解王老师的

心情。我们先冷静下来，仔细分析

李想这句话：“班是班主任的班，分

是班主任的分，跟我有什么关系。”

从中可见，李想没有把自己当成班

级的一分子。原因就在于班级里的

大事小情都是班主任说了算，学生

缺乏主体意识。既然如此，我们应

该怎么办？

共同制定班规。组织全体学生

从纪律、卫生、学习等方面加以讨论

协商，共同制定班规。班规要打印出

来，每人两份并签字，一份收上来由

班主任保管，另一份由学生自己保

留。通过这样的方式，营造一种仪式

感，让学生明白：这是大家共同制定

的规则，每个人都要遵守。

适当“放手”。案例中的王老师

认真负责，但不懂得“放手”。班主

任要为学生搭建参与班级管理的平

台，并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与支持，

让学生在为班级出力的过程中感觉

到班级是自己的。

开展特色活动。班主任可以在

班级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热

爱集体的意识。如运动会、广播操比

赛等集体活动都是很好的载体。

如果王老师能够耐下性子，实打

实地搞好班级基础建设，将“为班级

做事”变成学生的共识，变成自然而

然的事情，学生就会自觉维护班级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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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热爱集体变成一件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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