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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立场

用责任心与学生
在“云端”共舞

□刘小红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人心，在这个非

常时期，我担任着高中一年级两个班的

班主任。怎样与学生进行良好沟通，引

导他们在线学习期间保持良好的精神

状态，提高“停课不停学”的有效性，成

了我这段时间的必修课。

师生同讲一节课

在线学习期间，我采用线上班级小

组的学习模式，提高学生学习的有效

性。每天我都会选择适合学生认知水平

的文本材料，提前发送到班级群里，并提

出具体要求。学习过程中，我主要负责

答疑解惑、补充重难点。各小组深挖文

本，绘制思维导图，在班级群里分析讲解

文本。学生开讲、开播、开嗓，锻炼了他

们的表达能力，真正实现了自主学习。

引导学生诗意生活

除了做好教学工作外，我在班级群

里引领学生积极开展各种活动，静下心

来做以往无暇顾及的事情：呵护一株绿

植、做一次手工、炒一盘小菜、做一做家

务……引导孩子做有生活情趣的人。

开展在线集体活动同样重要，集体活

动可以让学生虽然身处异地，但始终统一

行动，心连心。比如，举行双语“春光诵

读”活动，并将学生优秀的视频、音频上传

到我校“因爱而语”的公众平台上；开展

“抗疫我参与，防疫我能行”绘画作品征集

活动，并在班级群里展出学生的作品，肯

定赞扬他们的行为；开展“居家健身我能

行”活动，学生将自己娱乐放松身心的视

频发到班级群与同学分享，有效缓解了疫

情期间的心理压力。

往届学生答疑解惑

担任高中班主任多年，历届学生都

是我的教育资源。我会适时邀请往届

学生重回母校，走进班里与学弟学妹分

享、交流他们的成长历程和学习经验。

疫情之下，我请往届学生程佳璇、白

思雨、闫星羽、谷金龙、郭明等先后亮相

班级群。这些昔日的学生，如今不是就

读于重点高校，就是已经走上工作岗

位。他们通过语音讲座、图片解说、互动

问答等方式，把自己珍藏的学习笔记、复

习计划、考试心得与学弟学妹们分享，有

时还会发一些大学校园照片和大学期间

的感受，激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间，在这

段特殊时期自律、自主地生活、学习。

家校共育缓解学生心理压力

除了名校校友之间学习经验的交

流分享，不少学生家长也积极参与进

来。我在线上语音讲座中专门安排了

家校共育的时间，邀请学生家长进群分

享教育心得。李润的爸爸是一名医生，

他在班级群里为我们讲解如何有效预

防新冠肺炎。李可的妈妈是大学讲师，

她在线分享了自己与孩子的相处方式，

引导家长与孩子和谐相处，营造良好的

家庭生活氛围。家长的讲座帮助学生

缓解了心理压力和紧张情绪。

“云班会”引导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生活即教育”，一场疫情让我们每

个人对生活都有了更深的思考，它让我

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教育需要诚恳

地面对自己和世界，学会思考、不断成

长才能拥有更完整、更丰沛的人生。围

绕“成为最好的自己”这个主题，我组织

学生召开“云班会”，设计了“英雄就是

你、我、他”“非常时期，非常感悟”“你的

样子”等板块，让学生明白做好这个年

龄段该做的事就是自己“最好的样子”。

梁启超先生在《饮冰室合集》里有

一段话：“人生最苦的事莫过于身上背

着一种未来的责任，人生第一大乐事就

是责任的完成，责任越重大，负责的日

子越长久，到责任完了时，海阔天空，心

安理得，那快乐还要加几倍。”这让我对

“责任”二字有了新的理解，在疫情期间

我们正是用爱心与责任优雅自如地“独

舞”，也齐心协力地“共舞”。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商洛中学）

开学了开学了，，手机如何管理手机如何管理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马上要开学

了，您是不是松了一口气？但是，作

为孩子的班主任，我不得不告诉您，

接下来我们面临着更艰巨的挑战，那

就是孩子使用手机的问题。

也许在这个寒假，您的孩子已经

对手机产生了依赖。对于怎么处理

好手机问题，我有一些建议：

感谢仪式，做好心理“断奶”

在线学习已经结束，我们写了一

份告家长书，建议每个家庭都要举行

感谢手机的仪式——把手机关机，放

进信封里，对它说：“谢谢你，这两个

月陪伴我学习。明天我就正式到校

上课了，你可以歇一歇了，晚安！”举

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让孩子从心理

上慢慢远离手机。

日常管理，合规使用手机

不要让孩子拥有自己的手机。

有部分家长给孩子买手机的理由

是：这个手机里没有电话卡，不能打

电话。殊不知，孩子需要手机并不

是为了打电话，只要能连接网络，他

们就能玩游戏、看小说、聊天……这

才是他们心心念念的。有句很火的

话：“想要毁了孩子，给他一部手机

就够了。”所以，请您一定慎重对待

手机问题。

在您的监督下合理使用手机。

信息时代，我们做不到不让孩子接

触手机，但是请您监督孩子合理使

用手机。当他需要查资料时，当他

周末想要聊天放松一下时，请您规

定好使用手机的时间，尤其是晚上

睡觉前一定要确保手机回到您手

里。当然，在孩子面前您自己也要

合理使用手机，以身示范，这是管教

孩子的前提。

建立家长同盟，共战手机问题。

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实，您眼里

的“别人家的孩子”也有这样的问题，

可这些孩子之所以能够兼顾学业与

娱乐，与其家长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您不妨多请教班里的一些家长，共克

难关。

帮助孩子平衡上网和其他活

动。周末，您可以尝试带孩子参加

一些有意思的活动，比如可以和孩

子一起打球、一起去公园健身。有

家长会诉苦：“老师，我周末想带孩

子出去玩，可孩子不愿意和我们一

起去。”有许多社会机构提供公益活

动 ，比 如 烹 饪 、参 观 博 物 馆 、DIY

等。可以给孩子报名，让他们与年

龄相仿的孩子一起做活动，这对他

们很有吸引力。

调整心态，降低期望

手机是信息交流的工具，我们自

己也会不自觉地受到手机干扰。换

位思考，您就会降低对孩子不玩手机

的期望，这样才能心平气和地与孩子

交流。您对孩子说：“学习时，你不准

玩手机。”孩子就会本能地产生排斥

心理。但如果您换一种说法：“休息

时，你可以玩手机。做作业时，就专

心学习，我们一起努力。”这样，孩子

更容易接受。

手机是一把双刃剑，希望各位家

长能积极配合，协助学校和班级建立

起管理学生使用手机的长效机制，共

同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优良的学习

成长环境。

中小学陆续开学了，班主任在学生报到当天，除了发书、布置学校安排的各项工作外，还要
做好学生手机的管理事宜，这对让学生从假期模式快速进入开学模式的作用不可小觑。对此，
于洁沙龙成员展开了两个小时的研讨，现摘编部分内容，与全国班主任分享其教育智慧。

昨天看到微信群里有朋友发

了一个小视频：防疫期间，妈妈在

辅导孩子写作业，忍不住发火：“第

二自然段在哪里！”可能是妈妈语

气里嫌弃的味道太浓了，孩子忍不

住抬头看妈妈。妈妈更生气：“你

看我干什么，看题啊……”

这时，爸爸说：“啊呀！别吼

了，吼什么吼，教孩子要有点耐心

好不好，看你把孩子吓坏了。”妈妈

眼睛一瞪，说：“你来！”于是，爸爸

开始辅导孩子。5 分钟后，爸爸也

怒了，声音更大：“让你写孙悟空的

变化！写孙悟空的变化……”

这时，妈妈温柔的声音传来：

“别喊了，别喊了……”

父母辅导孩子写作业前后的

语气、态度反差极大，虽然有些夸

张但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父母难道不能心平气和地辅导孩

子写作业吗？

父母嫌弃、恼怒、恨铁不成钢的

态度，会让孩子感觉自己“不行”，自

信心、自尊心会受到强烈打击。

心理学专家武志红在《拥有一

个你说了算的人生》里，讲了一个

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生了孩

子后，深知孩子的父亲内心苛刻、

喜欢批评人。她担心孩子在她和

老公那里得到太多批评和不认可，

便找了一个由衷地喜欢自己孩子

的保姆——保姆没有文化，但她一

看见孩子就眉开眼笑。保姆满满

的喜欢给了孩子非常好的影响，孩

子最后考上了一所著名高校。

所以，武志红说：“有意识的

积极期待还不算是给孩子最好的

礼物。实际上，父母对我的积极

期待是我的一个重担，我花了很

多年才完整地看到这一点。比积

极期待好上太多个层次的是满满

的喜欢。”

儿子读高一时，考虑到他需要

增加营养，我每天中午骑车半小时

回家给他做饭。月考成绩出来后，

他坚决反对我回家做午饭，那一刻

我敏感地意识到，儿子是感觉到我

这样太辛苦，他有压力了。意识到

这个问题后，我立刻同意他在学校

食堂吃午饭。

中高考在即，班主任切不可对

学生只有“有意识的期待”，那期待

很可能会让学生不堪重负。

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创造了

一个术语——不含诱惑的深情，他

认为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情感是

我深深地理解并接纳你，不需要任

何条件。

条件就是诱惑。有的班主任

对孩子说，我对你这么好，不就是

为 了 你 考 个 好 成 绩 吗 ？ 这 里 的

“好”就成了诱惑。

最好的教育环境有两个特征：

学生发展好的时候，认可他；学生

受挫折的时候，支持他。

防疫期间，教师备课讲课任务

重，学生网上学习不习惯，师生情

绪有所波动也属正常。我只想对

我的学生说：无论什么情况下，我

都会支持你们、理解你们、陪伴你

们，这就是不含诱惑的深情。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科

技工业学校）

深圳符老师在邮件里讲述了自

己的困惑、迷茫。他在某刊物上看到

赵老师发表的一篇教育叙事，内心颇

不平静。他赞成赵老师的人文情怀，

但又感觉赵老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文章大意如下：

一天，赵老师班上生活委员郑大同

（化名）的父亲来到学校，说家里很少给郑

大同零花钱，可是最近他却在玩车模，问

他哪里来的，说是学校开设兴趣小组发

的。父亲感到有问题，到学校找赵老师

求证。赵老师否认了这件事，此时他们

意识到孩子在撒谎，而且钱来路不明。

郑大同平素品学兼优，是生活委员，

掌管着班上的财政大权。每周他都收拾

一次班级的瓶子去卖掉，再把钱存入班

费，他该不会是“私吞公款”买的车模吧。

一番思考后，赵老师确定了自己

的疑问。因为他非常信任郑大同，卖

瓶子的事都是他一个人操作。郑大同

一向表现良好，如果当众揭穿他，他如

何在同学面前抬头？怎样既保护他的

自尊，又能让他得到教训改正错误？

下课了，赵老师把郑大同叫到办公

室，问他是否有事情想和自己说。郑大

同不说话，赵老师告诉他有事不要瞒着

自己，不管什么事，哪怕是犯了错误也

不可怕，关键要敢于承认并改正。

第二天，郑大同找到赵老师，承认

自己拿卖瓶子的钱买了车模，因为太喜

欢了。他很内疚，说父亲已经批评他了，

自己不配当班干部。赵老师原谅了他，

并让他继续担任生活委员。此事过后，

郑大同对赵老师更信服了，眼神中经常

流露出感谢和敬佩。文章结尾，赵老师

总结说，唯有信任，学生才能改变自我。

符老师看完文章后，深为赵老师

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感动，但又疑问

丛生：为什么品学兼优的郑大同会擅

自动用班费？赵老师的“信任”教育

是不是成功的？赵老师的班级是否

还会发生类似事件，怎样才能避免？

符老师认为，赵老师没有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来稿要求：思路清晰，文笔流畅，

有见解，有借鉴性。1000字以内。来

稿注明“有问有答栏目征稿”。

来稿信箱：zgjsbbzr@163.com

截稿日期：4月24日

给班主任的建议 有问问有答
栏 目 征 稿

不含诱惑的深情
□李 迪

最近，网上流传一个视频，贵

州省清镇市一名二年级小学生手

持奖状大摇大摆、神气十足地走

在 回 家 路 上 ，他 的 步 伐 自 带 节

奏、铿锵有力，舍我其谁的气势

呼之欲出。网友纷纷留言：“好

可爱的小朋友，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奖励，有理由骄傲！”视频虽

然只有几秒钟，却告诉我们一个

事实：学生很容易满足，一张简

单的喜报就能给他们无上荣耀。

作为班主任，我们更不应该吝啬

自己的表扬。

如何对学生进行表扬？这是

我担任班主任后不断实践、坚持

研究的问题。我结合班级量化考

核项目，在纪律、卫生、学习等方

面设置单项奖，奖品就是一张小

喜报，这喜报不奖成绩奖行为。

每当我把学生高高举起喜报的照

片上传到家长群时，家长们便纷

纷献花、鼓掌。看到视频里那个

走出舍我其谁步伐的小男孩，我

就想到了手拿喜报的学生们，想

到他们骄傲地走出教室的情景，

真像。

每个月我会统计各小组获得

喜报的总数，评出冠军、亚军和季

军组，邀请相关教师、家长与获奖

小组合影留念。

家长也很配合我的工作，为孩

子购置喜欢的图书、文具，或者请

孩子吃一顿大餐，让他们尽情享受

自己努力付出换来的荣耀。

此外，我还设计了“少留一天

作业”“多上一节体育课”“与喜欢

的同学同桌一周”等多种奖励方

案，不拘一格。2014 年春季，我带

领学生在长方形花盆里种了草莓

和韭菜，大家轮流浇水施肥，精心

管理。40 天后，草莓结果了，韭菜

长高了。我将第一颗草莓奖给了

当天量化考核获得第一名的白子

璇，并与她合影，子璇喜悦的脸上

挂满了红晕；我把韭菜奖给了助人

为乐的马尔康，他回到家里亲自下

厨做了一盘韭菜炒鸡蛋，这些难忘

的场面永久留在孩子们的心底。5

年过去了，孩子们早已上了大学，

每次和我聊天或者回来看我时，总

会回忆起那些美妙的瞬间，他们均

以“这真是一个甜蜜的班级”来形

容当年我们共同建设的班集体。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

经说过：“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需

求是渴望被肯定。”的确如此，班主

任适时表扬是激发学生自信心、进

取心最好的催化剂。只要我们利

用好表扬的“武器”，学生就会自豪

地迈出舍我其谁的步伐，唱出激情

澎湃的自信欢歌，他们的精神世界

乃至毅力、意志品质均会得到进一

步磨炼与提高。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秦皇岛经

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走出舍我其谁的步伐
□陈艳华

于洁沙龙成立于 2012 年，由

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位一线班主任

组成。每周三晚上 8点至 10点进

行两个小时的网上班级管理热点

和难点主题讨论。通过现场和网

络直播方式，已累计培训全国各地

12万多名一线班主任。

整理人：

蒋金娣 江苏省常熟市第一中学

俞艳君 江苏省昆山高新区汉浦中学

陈 玲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第一中学

方 莼 江苏省昆山市娄江实验学校

黄姗姗 江苏省昆山市秀峰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