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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2020年4月15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师生共生活师生共生活：：新时代班主任的工作观新时代班主任的工作观
班主任培训一直备受各级教育部

门和学校的重视，但这些培训往往停

留在管理技巧、经验交流的层面，较少

触及班主任工作本质属性的问题。这

一内容的缺失，导致班主任队伍建设

陷入了发展瓶颈，止步不前。据多年

的实践和研究，我认为班主任的工作

观应得到充分关注，才能更好地推动

和加速班级育人功能的提升，有效促

进班主任的成长。

所谓班主任的工作观，就是如何

处理好班主任工作与教育生活的关系

及二者的外在关联和内在逻辑，如何

摆正二者的关系及以什么样的心态对

待、什么样的思维理解、什么样的理念

完善和发展等。

我们习惯于强调“班主任”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岗位，是一项必须承担或不

得不从事的工作，忽视了“人”即班主任

本身的重要性，而“人”的抽离和淡化就

导致这一岗位的工具化，于是就产生了

各种各样的矛盾和职业倦怠。

那么，班主任工作与教育生活是

一种怎样的关系呢？陶行知先生在

“给姚文采弟的信”中写道：“最重要的

是教职员和学生共甘苦，共生活，共造

校风，共守校规。我认为这是改进中

学教育和一切学校教育的大关键。”先

生如此强调师生共生活的重要性，不

得不引起我们深思：

第一，从教书和育人的实质关系

中，必须对班主任工作重新审视。教师

是教书育人的职业，我认为教书是育人

的载体，而不是目的和本质。无论多少

学科、教学方式，都指向“育人”这一个

核心目的。而班主任工作中的“育人”，

显然不是简单地对学生的管理、约束，

而应该是生活空间与内容的交汇交融、

生命成长经历与途径的共享共生。

第二，从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中，重

新审视班主任工作的重要意义。没有

一个人是单纯地为了工作而活着。工

作对一个人来说是必须的，但工作不

仅仅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美好的生

活。因此，我们不能把生活窄化为被

动、机械的工作，使生活乏味、枯燥；也

不能把工作窄化为单调、枯燥的管理，

使工作紧张、麻木；更不能把自己僵化

为知识的搬运工、命令的传声筒、事务

的挑山工，否则班主任工作就将失去

灵魂。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学生不

是为了获得我们的管教而进入学校和

班级，我们也不仅仅是为了管住学生

而当班主任。班级管理的根本是班主

任与这些孩子过一种群体性学习生

活，只有回归了与学生共同生活的工

作本质，才意味着班主任思维方式和

行为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回归了教育

的幸福之本。

第三，树立师生共生活的教育生

活观和班主任工作观，是促进班主任

工作品质提升和自身专业发展的重中

之重。在教育实践中，一个人的工作

品质由其行为模式决定，而其行为模

式则取决于思维方式，班主任工作也

是如此。我们能否把自己看成是教育

工作的主人，看成是班级这块试验田

的主人，看成是师生共同生活的主人，

决定着后续的一切。就像老师们常说

的，“你把学生看作魔鬼，你就挣扎在

地狱；你把学生看作天使，你就享乐在

天堂”。

确实，做好班主任工作少不了忙

累，也绕不开技术，可是决定其根本的

不应该是这些浅层次的东西。班主任

要认识到在塑造学生的同时也塑造着

自己，是在师生共同创造的教育生活

中彼此润泽，共享美好。班主任还要

强化这样的理念：我们是来和学生一

起生活的，是与学生一起创造精彩班

级生活的，也是为将来的美好生活进

行积累和储备的。

班主任不是在管理学生，而是在与

学生创造新生活；不是在管理班级，而

是在与学生演绎新故事；不是在解决这

样那样的问题，而是在解读心灵的密

码；不是在忙碌工作，而是在不断发现

和遇见——更美的时光，更美的自己。

郑立平，湖北省武汉成丰

学校校长，特级教师、齐鲁名

师、山东省首届十佳班主任、全

国十佳班主任、教育部“国培计

划”专家、山东创新教育研究院

班主任专业发展研究所所长。

出版个人著作 18 部，创办全国

（民间）班主任成长研究会，带

领全国各地优秀教师一起追寻

和创造教育幸福。

学生不是为了获得管教而进入学校，教师也不是为了管住学生而当班主任。班级管理的本质是班主任与学生过一种群体性学习生

活，而只有回归了与学生共同生活的源头，班主任才能回归教育的幸福之本。本期刊发郑立平关于班主任工作的第一篇——

“老师！他又嘲笑我，旁边的人还

笑……”楠楠的脸因生气、委屈而通

红，眼睛也噙满了泪水。我安抚他后

细思量，学生间发生矛盾不是个例。

七年级学生正处于叛逆期，一味惩罚

或娇纵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让他们

处在一种和善而坚定的气氛中，才能

培养出自律、尊重的能力和品质。于

是，我决定将最近一节班会课主题定

为“尊重”，尝试解决这类问题。

班会课那天，我拿着画好的小男

孩画像提前来到教室。上课铃声响

起，我举起画像向学生介绍：“今天，我

们班来了一位插班生查理，因为某些

原因他不是很受欢迎。”听到这里，有

的学生与左右小声讨论。我接着说：

“他不受欢迎，有可能会听到哪些不好

的话呢？请同学们每说一句负面的

话，就把这张画像揉皱一次。”

话筒递给第一个学生谢鹏，他犹豫

地说：“你长得真‘抱歉’。”开了头，后面

的孩子就放开了，“你胖得跟猪一样呢”

“你脸上怎么坑坑洼洼地和月球一

样”……孩子们偶尔还因为新奇的评价

而一阵哄笑。也有孩子选择了沉默，直

接将话筒向后传递。随着每一句负面

评价，查理的画像被揉成了球状。

我拿着被揉成球的查理画像问学

生：“查理现在怎样了？”

孩子们有的回答“查理成了一个

球了”，有的说“他躲起来了”。

“如果你是查理，觉得这一天上学

结束后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我会很难过、自卑”“我会很受

伤”“我觉得我在这个新班级被孤立

了”……孩子们原本无所谓的神情逐

渐消失了。

“你们认为查理第二天还想到学

校上课吗？”

孩子们齐声说“不想”。与此同

时，在孩子们的眼中，我看到了同情，

看到了羞愧，也看到了后悔。

我鼓励孩子们：“我注意到，你们

现在都在为刚刚那些话语而难过，那

你们觉得，可以说些什么正面的话帮

助查理，让他感觉到自己是受欢迎

的？每当你说一句温暖的话，就请将

查理的画像抚平一些。”

这一次，所有学生都参与进来。

“查理你别难过，我会帮你的”“查理，

下课我们一起回家吧”……随着孩子

们一句一句温暖的话语，纸团逐渐被

舒展开，查理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

我继续问：“大家再看看查理，虽

然他已经恢复了，但是与之前有什么

不一样呢？”

“有很多褶皱！”

“你们看，即便听了那么多鼓励的

话，查理心灵上的褶皱却依然无法完

全抚平。我们身边是否有像查理一样

的人，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有归属

感呢？如果哪天你也度过了查理这样

的一天，应该如何寻求帮助呢？”

“我可以安慰他，陪他一起玩。”

“我可以帮他补习！”

“我会听歌来安慰自己。”

“我会跟别人倾诉我的难过。”

学生提出了许多真诚的意见，其中

周婉的发言让我印象深刻。她说：“我

不想当查理，他太难了。但是，我觉得

每个人都会有像查理那样的一天，我会

努力让自己或别人经历那一天时过得

好一点。”听到这里，全班学生的眼睛都

亮了，不知谁带头，教室里响起了热烈

的掌声。

看到这一幕，我欣慰地对孩子说：

“这节班会课就是希望大家能彼此尊

重。井蛙不可语于海，夏虫不可语于

冰。我们不知道别人的成长环境和家

庭背景，别人可能有别人的难处，我们

不该置喙他人的行为。正如你们看到

的侮辱性的话语、孤立他人的行为，哪

怕只是旁观都足以让人对自己产生质

疑。而充满伤害的一天，会导致怎样严

重的后果我们无法估计。我们都不想

成为查理，更不能让别人陷入受伤的一

天。如果我们无法避免难过的某一天，

希望那一天不会是孤独无助的，能够被

温柔以待。”

听我说完，孩子们若有所思。我知

道，一节课并不能完全改变现状，只愿

这节课在学生心中种下善意的种子，知

道与人交往应当心存善意、互相尊重。

待到春暖土沃时，总有含苞满新枝。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荔香学校）

“我不想当查理”
□李杨骅

“您身上有妈妈的味道” □郭红娟

放学了，冰雪磨磨蹭蹭收拾书

包，直到所有学生都离开教室，她才

快步跑到我面前，迅速把一个信封塞

到我手里。打开看时，信还是温热

的：“郭老师，我们不能陪在冰雪身

边，谢谢您像母亲般关照孩子。冰雪

说，您陪她看花，给她带饭，辅导她功

课，为她做了许多事，您身上有妈妈

的味道。看到孩子健康快乐地长大，

我们全家都很感谢您……”

信是冰雪爷爷写的，字写得一笔

一画，用词斟酌，像是酝酿多时。读

完这封信，一件件往事浮现眼前。

冰雪是最爱与我聊天的孩子，尽

管聊的内容大多与学习无关。通过

她的诉说，我认识了一个更真实的冰

雪。她会做饭、爱种花、练跆拳道，课

余时间经常被妈妈逼着刷题，一本又

一本……

聊天拉近了我与冰雪的距离，其

他学科学习中遇到问题她也常常向

我求解。一天下课后，冰雪问我关于

黑奴贸易的问题，得到满意答复后，

冰雪钦佩地说：“老师，您的知识真渊

博！”我的表情没有太多变化，心却扑

通扑通乱跳。看来，教师也是需要鼓

励的，正如学生需要得到夸奖一样。

那段时间学校餐厅改造，冰雪每

天自己带饭和同学在教室吃。一到

用餐时间，她的座位前就排起长队，

有人得到一块排骨，有人得到一只

虾，我也分到过沙糖桔。食物都分给

同学，我怕她吃不饱就说：“你可以不

分的。”她笑笑，依然不改大方本色。

直到同学重回餐厅吃饭，她座位前才

不再有学生排队。

内心温暖的人才愿意给别人温

暖吧。冰雪的温暖和懂事，让我更心

疼小小年纪的她。

一天清晨，冰雪在妈妈的搀扶下

一瘸一拐地走进教室，我询问才知是

浇花时不小心扭伤了脚。好在没有

大问题，我松了口气，但她进出教室

很不方便。于是，我嘱咐同一小组的

同学替冰雪收拾卫生，又告诉周围同

学不要碰到她的伤口。

看着她受伤的脚，去餐厅吃午饭

是不可能了。冰雪妈妈给她带了面

包和牛奶当作午餐。可这些怎么能

与热乎乎的饭菜相比呢？上午最后

一节课后，我快速把学生带到餐厅，

趁着学生打饭不忙时与餐厅工作人

员说明情况，拿了两个包子。我把两

个包子放进方便袋封好再装进包里，

这样走进教室时包子还是热乎的。

包子递到冰雪手上时，我看到了她眼

底的欣喜。冰雪不知道，能够关心和

照顾她，我心里也是暖暖的。

一个学期很快结束，我和同事们

假期封闭出题，在回学校的车上，几

个老师打趣说原来自己那么不重要，

消失了 20 天也没人找。当我打开手

机，接到的第一个电话竟然是冰雪爷

爷打来的。原来放假后冰雪回到爷

爷家，跟爷爷说起我与她的故事，冰

雪爷爷便萌生了打电话的想法。

这个来自远方的电话，突然让我

觉得自己是那么重要。

从前，人们都说教师像蜡烛，燃烧自

己，照亮学生。实则不然，教师更像太

阳，照亮别人也温暖自己。陪伴是相互

的，我陪着孩子们，孩子们也陪着我；成

长是共同的，孩子们成长，我也在成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第二

实验中学）

我和你

那一年高考刚结束，我就接到留

任高三年级并担任班主任的任务。据

家长和科任教师反映，我接手的班级

原本成绩不错，可是不少学生趁着原

班主任休病假的“机会”放松学习，沉

迷于电脑游戏、网络小说，导致班级总

体成绩一再下滑。接班后我重新制定

班规，并配合与学生交流、主题班会打

气、教室窗外严防死守等措施改变班

级风气，但学生的状态并没有改变。

静下来思考，我觉得要彻底改变

班级状况，应该从激发学生的斗志开

始。鉴于学生表现活跃，而我也有带

学生拍视频的经验，一个大胆的想法

萌生出来——带着学生拍一部微电影。

想法很简单，但操作有些麻烦。

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得到各方支持：

高考在即，学生会配合吗？家长愿意

支持吗？学校会同意吗？为此，我先

与班委交流班级情况，商量解决方

法。在班委看过我此前与学生一起拍

摄的视频后，我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利

用两周的课余时间拍摄一部微电影，

激发大家的斗志，增强班级凝聚力，同

时也可以作为班级生活的永久纪念。

班委们听后很兴奋，希望抓紧实施。

第二天班会课上，我的想法得到了全

班学生的响应。以同样的方式，我的

诚意打动了家长。在得到学生和家长

的支持后，学校也没有反对。

拍摄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

拍。为了提升拍摄效果，家长请来了

高校相关专业的朱老师，他在修改剧

本和后期拍摄中给予了很大的支

持。因此，由朱老师、家长代表、学生

代表和我一起组成的摄制委员会成

立了，人员具体分工也很快明确。

经多次讨论，摄制委员确定了片

名和剧本。微电影叫《一起走过这一

程》，寓意高考路上学生、家长和教师

共同努力，互相搀扶走完这一程，同

时也向即将参加高考和曾经参加高

考以及有过陪考经历的人们致敬。

为了降低拍摄成本，我从家中搬来摄

影器材，加上朱老师提供的器材，我

们在设备方面没花一分钱。

微电影的全部演职员都是本班

学生、家长和老师，两位学生主角定

下了清源和博文。清源曾多次参与

学校宣传片的拍摄，形象好，学习也

认真，是同学的榜样。博文就不那么

让我省心了，他迷恋上了网络游戏，

手机被家长没收就到网吧打游戏，甚

至为了玩游戏而彻夜不归。我和家

长想了不少办法但收效不大。这次，

在我的提议下，博文成了主角之一。

听说被选做主角，他还有点不好意

思：“我可以吗？”我握着拳头对他说：

“我看好你！”那一刻，平时对什么事

都漠不关心的博文竟然红了脸。拍

摄期间，他也再没去玩游戏，还会起

早练习表演。

那段时间，我班门口是最热闹

的，孩子们在镜头前展示自我，惹得

其他班学生好生羡慕。孩子们说“在

秀文的班级好幸福”。

清晨、下课、傍晚和周末，我们在

10余天中拍摄了大量画面，又利用寒

假进行剪辑、配音和制作效果，一部

20分44秒的微电影终于完成了。

寒假后一个周日的上午，首映仪

式在电影院举行。全班学生和家长

一早来到电影院，看到自己、家人和

老师出现在电影屏幕上时，孩子们开

始是兴奋，后来看着看着竟然流泪

了。之前没安排分享的翊伟冲上台，

一边哭一边带着全班同学大喊：“我

以在高三（20）班为骄傲，我们会以最

好的成绩回报你们！”现场的家长、老

师和学生瞬间泪目。

接下来的日子里，学生的斗志空

前高涨，互帮互助的学习氛围让人感

动，家长和科任教师反馈“孩子的状态

越来越好”。最终，他们的高考成绩惊

艳了所有人，我最担心的博文也以高

出一本线 70 多分的成绩考取了心仪

的大学。我们拍摄的微电影后来也获

得了共青团中央举办的“全国中小学

原创视频大赛”中学组二等奖。

高考前的紧张时刻，我们的“不

务正业”居然得到了如此多的收获。

学生毕业后，十几位家长代表拿着

“师恩难忘”的锦旗来到我的面前，那

一刻，我竟无语凝噎。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

带着高三学生拍微电影 □秦秀文班级叙事

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抗疫时期，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青园中信小学三年级（1703）班的孩子“宅”在家中，在学完第一课古

诗后，他们用画笔描摹春天，用诗歌唤醒春天，用创意把春天带回家。孩子们在空瓶上彩绘诗歌，小小

的心里“住”满了春光。 （连子策 冯天麒 臧美仁/图 曹永健/文）

□郑立平

我秀我班

把春天带回家

创意班队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