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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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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职班主任工作积极性很

高，但因为缺少经验，常常处理不

好各种关系，导致师生关系紧张，

学生之间也不团结，班级因此缺少

凝聚力。如何处理好班级内部的

各种关系？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

种有关系入手。

“严师”与“益友”的关系

农村中学学生离家远，高中生

住宿后开始独立生活，他们希望班

主任是学习上的“严师”，生活中的

“益友”。在处理这对角色时，班主

任既要帮助、督促学生完成学习任

务，又要在生活、心理上给予无微

不至的关怀。

我的同事钟老师是入职不久

的班主任，他在学习和行为习惯方

面严格要求学生，学生有困难时，

他会在第一时间协助解决。为了

带好班，钟老师坚持住在校内教职

工宿舍，经常与学生进行各种形式

的谈话交流，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上

的困难，化解生活中的不愉快，成

了大家公认的“知心哥哥”。他所

带班级在各种考核中都名列前茅，

表彰栏上总是红旗飘飘。

提高成绩与培养能力的关系

提高成绩与培养能力两者并

不矛盾，而且可以相互促进。活动

是培养能力的好途径，班主任应重

视学校的各种活动，组织学生积极

参与，发现并培养学生特长。

刘华强是班级团支部书记，工

作能力强。新学年学校学生会招

聘干部，刘华强顺利进入学生会，

但也因此占用了他许多课外时间，

科任老师普遍反映他的作业存在

应付现象，几次单元测试的成绩一

直在下降。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及时与刘华强谈话，指出问题，提

醒他注意。当他认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后，我又与他共同制订了下一

阶段的工作和学习计划，并帮他及

时和负责学生会的老师、科任老师

沟通，寻求他们的帮助。经过大家

的共同努力，刘华强的学习成绩有

了稳步提高，学生会的工作也做得

很顺畅，实现了学习和工作的同步

发展。

发展个性与培养合作的关系

在新课改中，合作学习强调学

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充分

合作，优势互补，相互借鉴，产生

“1+1>2”的合作教学效果。因此，

班主任对课堂学习小组的组织及

对探究型学习小组的组织就显得

十分重要。高中生的自我意识强，

班主任一方面要发挥每个学生的

优势，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权，承

认学生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要不

断提醒学生学会与他人相处，学会

倾听他人、尊重他人，学习对方的

长处。同时，班主任还可以通过表

扬或鼓励，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

感，使他们更好地合作，取得共同

进步。

一周一次的“班级自主学习

课”是解决这一关系的很好载体，

班主任要充分运用这一契机：课堂

设计可以放手交给学生，学生自主

组成学习小组，自己寻找学习课

题 、设 计 解 决 方 案 、形 成 探 究 成

果。在此过程中，班主任既要充分

发挥不同学生的特点，尊重学生的

个性发展，又时刻渗透合作的功

能，通过共同命题、共同探讨、共同

解决问题，让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合

作精神的培养在课堂上交融生成、

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春晖中学）

从教三十载，幸福满心怀。每个

学生都是一朵花，作为班主任，我给

他们带来“阳光”“空气”“水分”，平心

静气倾听花开的声音。每每想到学

生，我就禁不住心生喜悦。对我来

说，呵护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就是

莫大的幸福。

积分管理，细化责任分工

我带过的班级很少出现秩序混

乱的情形，即便是打扫卫生，学生也

会争先恐后地认领卫生区。究其原

因，是因为我们班制定的班级常规

明晰，班级管理做得扎实有效。在

我的班里，所有活动都有记录、有总

结、有考评，纳入期末评优，且向来

不食言。

带中高年级，我较多施行班干部

轮换、量化积分的班级管理办法。为

使班干部有序工作，我会在学期初组

织学生讨论班级管理办法，细化班干

部分工，明确职权与职责。班干部每

月轮换，除去公投选出的三名优秀者

可连任，其他岗位重新竞聘。月末，

我会提前设计并打印下月将用到的

记录表格，以便每天有记录，每月汇

总、公示。班干部管理和记录的认

真、公正是积分量化管理的关键，班

干部每天的记录是否仔细、全面是我

检查的重点，同样也是考评班干部的

依据。

“班级活动日志”“财物管理日

志”“正班长日志”“副班长日志”“值

日班长日志”“室内卫生日志”“室外

卫生日志”“路队日志”，8个日志分别

对应 8张表格，里面简要记录了班级

每日常规的细化落实，包括时间、地

点、人物、事件、结果等，随时可查

阅。8个相应的负责人每日向我汇报

班里的日常情况，这是我了解学生表

现和班干部工作的窗口，从中及时掌

握班级动态，提出我的建议。当我忙

于其他事务造成个别班干部没时间

当面汇报的时候，他们便会在晚上把

记录表拍照传给我并语音留言，第二

天补签。

担任班主任多年，德育始终是我

工作的重中之重。班级的很多事务

我都会放手让学生自己完成，每个月

的量化考核也不例外，学生会提前准

备好统计单，逐项核算自己的量化积

分。学生都清楚，记录的真实性标志

着个人的诚信度。为了公开、公正、

透明，每人既要统计自己的积分，也

要记录小组内另一成员的积分。核

算无误后，组长填写到宣传栏的公示

记录表。做好这项工作虽然最少要

用一节课的时间，但我认为这个时间

花得值。每个人经历了记录的过程，

要比直接知道结果好得多。因为，亲

自核算的过程不仅是总结反省的过

程，更重要的是用事实进行自我教育

的过程。

任何事情想要有好结果，就一定

要抓好过程。有的老师开玩笑说我

班搞得跟“大部门”管理似的。对此，

我不反驳。在一定意义上，班级管理

不亚于部门管理，或者说要更精细、

更扎实。

解放班主任不等于解脱班主任，

而是将班主任放到一个更高的管理

层次上，要求班主任有清晰的思路、

明确的要求。

保护学生，我的第一要事

2019年6月11日上午，我接到门

卫电话，说学校附近一个小卖店的老

板询问六年级有没有小臻这个孩子。

中午放学路上，我留意到两个陌

生的中年人跟着我们，时不时凶巴巴

地指点小臻。走到接送岗，我拉住了

小臻，叫来那两个人询问。原来，小

臻在他家小店赊了 6杯奶茶，时间过

了一周仍然没有给钱。

“ 她 要 是 有 钱 还 能 赊 账 ？ 这

个事，找她不能解决问题，你应该

找我。”

“6杯奶茶钱，你替她还。”

“你们给 12 岁的孩子赊物赊账，

这样做对吗？”听到此言，他俩面面相

觑，我接着说，“话又说回来，钱我们

一定会给的，容我把事情了解清楚，

明天中午前一定有人去还钱。”

听到有人还钱，他们换了笑脸。

“来，拍个照。”不等他们回应，我

抢拍完成，“这是为了保证孩子的安

全着想，如果明天事情还没有解决，

你们到学校找我。”我解释说。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者的关

注和爱护在学生的心灵上会留下不

可磨灭的印象。任何情况下班主任

都应该保护学生不受侵害。一旦学

生遇到困难，班主任必须是第一个站

出来帮助学生的人。

在事情明朗之前，在我们采取教

育措施之前，当有外力威胁学生人身

安全时，保护学生是第一要事。良好

的师生关系，就在于老师不经意间为

学生做的一件事，或者一个在他们看

来暖心的举动。

与书为伴，润泽学生心灵

反观自己的成长经历，因为与书

相伴，我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因

此，带每届学生我总是倡导阅读。我

认为，学校作为读书的地方，首先要

引领孩子爱上读书，教会他们读书的

方法。作为班主任，我在营造书香班

级 方 面 多 动 心 思 ，创 造 生 态 班 级

景观。

要让所有孩子都爱上读书，说

教往往无济于事，需要我们开动脑

筋，在阅读形式上花心思，以此激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我常常把学生分

为三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采取不

同的策略。对于那些天生喜欢读

书、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学生，我往往

都是直接推荐阅读书目；对于敲敲

边鼓就可上道的学生，我常常在与

他们闲聊时进行暗示：有个什么人

或什么事挺有意思，连说几天，孩子

就会问书名，然后乐颠颠地跑到书

店买书读；对于那些丝毫不喜欢阅

读的学生，需要多动脑筋，我较多使

用说书人制造悬念的方法——欲知

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效果还

是不错的。

孩子往往缺少定性，有的学生

头脑一热读上几页，热度一过便将

书扔在一边。因此，帮助学生保持

阅读兴趣十分重要。我采用师生共

读、亲子共读、读书交流会等多种形

式，不断增加学生阅读的新鲜感和

成就感，慢慢地，读书成了他们的自

觉行动。

虽说开卷有益，但对学生进行阅

读指导也非常必要。多年来，我积累

了指导学生阅读的经验：阅读前，指

导阅读方法和注意事项；阅读中，做

好批注，质疑释疑。生生、师生、亲子

共读时，分享感悟，碰撞思想；阅读

后，指导重点是展示、评比，做完整的

梳理和回顾。阅读效果因此得到不

断巩固提升。

6 年时间，浓浓的书香氛围熏染

着每一个孩子，养成了阅读的良好习

惯。学生时有文言游记、简短诗歌、

读书感悟，捧读在手，我的心乐开

花。为师之乐，莫过于自己尽心尽力

教导的学生成才、成事。

书香浸润的心灵释放出强大的

生命活力。孩子们伴着书香成长，

“每天进步一点点”不再是一句空洞

的口号，已经变成了现实。

活动搭台，助力学生成长

30 年的教学生涯让我深刻认识

到，只让孩子死啃书本是不行的。丰

富多彩的班级活动可以开阔学生的

眼界，丰富他们的阅历。各种各样的

活动是班主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学生成长的主阵地。孩子们在

活动中体验、感悟，才是最好的教育

方式。

2018 年 4 月 4 日，学校的环保时

装秀如期进行。看到其他班级学生

制作的“精美”服装，我的“模特”们

有点怯场了。此时，我要做的就是

给她们自信心。于是，我首先表态：

服装设计得非常有特色，造型设计、

材质选择样样出类拔萃，我非常满

意 。 听 得 此 言 ，“ 模 特 ”们 会 心 地

笑了。

我拿起衣服仔细端详，第一套

用白色塑料薄膜做的婚纱层层叠

叠，燕尾轻盈飘逸，为了呈现少年的

活力，“设计师”把前面裙摆设计到

膝 盖 以 上 20 厘 米 处 ，即 不 影 响 行

动，又突出了后面的拖地长尾。另

一个“模特”的上衣短小贴身，深蓝

色牛仔服剪裁去肩袖，长度改到刚

盖过肚脐，时尚又不显另类。下装

是由黑色塑料包装袋做的 A 字裙，

臀围贴合，裙摆缀以流苏，前短后长

弧线圆滑。搭配黑袜米黄色板鞋，

好一个青春靓丽。第三套服装粉红

色窗纱连衣裙，紧身半袖搭配明黄

色后系腰花。裙子里层是深紫色卡

纸做的底衬，外缀疏落有致的八束

粉纱，藕荷色的发饰，时隐时现的底

衬，整个造型青春灵动中透着端庄

秀雅。

“我的大美妞，太棒了！”我一边

给她们收拾不牢固的接缝，一边大声

地赞叹着。“你们的服装很精美，你们

还不知道自己穿上有多美是吧？来，

老师给你们拍照，自己看看。”

三个“模特”开始了她们的走秀

排练。我时而随在旁侧，时而蹲在地

上，时而仰躺……一边拍照一边夸赞

学生。

“好极了！”“下巴再扬起一些……

对……就这样！”“宝贝，回头！你是最

棒的！”

我的热情引来了其他班的家长，

她们成了我班“模特”的粉丝。“模特”

们在一片赞赏声中围看我拍的视频

和照片。

一会儿，优美的音乐响起，“模

特”们蓄势待发。我在 T 台对面，随

着音乐挥动双臂，身体随着节奏律

动。赛后，同年级的班主任说我不淡

定，像打了鸡血，神经亢奋。我的“模

特”们说我给了她们信心。

如今“打 call”不仅仅适用于粉丝

对偶像的“应援”活动，当你表达对某

个人、某件事的赞同和支持时，可以

说“为 xx 打 call”，如果想表达支持的

程度，可以在“打 call”前加上“疯狂”

两个字。

各种各样的活动是班主任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成长的主

要阵地。班级活动需要士气，士气

从哪里来？班主任的积极参与很重

要。班主任要有激情，激情是点燃

学生的火把，是激发兴趣的酵母，是

促进学生投入活动的动力。置身学

生活动之外，你永远无法走进学生

火热的内心，永远无法唤起学生思

想的共鸣，也不能让学生留下美好

的记忆。

班级活动丰富多彩，班主任不可

能样样精通。对于自己不擅长的领

域，我请具备这方面能力的老师或学

生出场当主角，并且真心地赞美、跑

前跑后做好服务，到比赛现场为他们

疯狂“打 call”。亲娘眼里没有丑孩

子，做他们忠实的粉丝是我无限的

荣耀。

与孩子在一起，用心做好护花使

者，就会越活越青春！我放飞心情收

藏快乐，用爱与孩子和谐相处，用情

与家长耐心磨合，用心做好班级管

理。当你全心全意投入这份工作时，

班主任这个角色会带给你无比的

幸福。

★我的教育信条

1. 花儿总会绽放，需要我们适时浇水、施肥。

2. 孩子总会长大，犯错误很正常，要用平常心看待孩子的错误。

3. 玩是孩子的天性，要让孩子在玩中学。

4. 你信任学生，学生才会信任你。

5. 多用赏识的眼光看待孩子，尤其是调皮的孩子。

6. 教师的心胸要宽广。

7. 多给孩子一分自信，你就多收获一片灿烂。

8. 对孩子吼叫是老师无能的表现。

★我的关键书籍

《教师的挑战》 〔日〕佐藤学/著 钟启泉 陈静静/译 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

《做幸福的老师》 王三阳/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爱弥儿》 〔法〕卢梭/著 李平沤/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性的弱点》（全集） 〔美〕戴尔·卡耐基/著 林杰/译 百花

洲文艺出版社

《情感教育论纲》 朱小蔓/著 人民出版社

★我的班主任工作法

1. 可以做错事，不能说谎话。

2. 与家长做朋友，教育孩子“办法总比困难多”。

3. 创造机会，让孩子对自己另眼相看。

4. 教会孩子玩，比让他们掌握知识点重要。

5. 让教室成为孩子向往的地方。

6. 得到爱的孩子才会懂得爱。

7. 学而时习之，拒绝死记硬背。

8.“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9. 与搭班老师密切合作才能经营好班级。

10. 班主任的高明之处在于有自己的“预谋”。

用心做好护花使者用心做好护花使者新生代新生代
班主任班主任

□颜永秀

颜永秀，山东省潍坊市

奎文区实验小学语文教师、

班主任，潍坊市师德标兵、

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出版

专著《班主任，好玩》。

给班主任的建议

新入职班主任
应处理好三对关系

□许伯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