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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班主任2020年5月27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班主任如何让学生爱上劳动班主任如何让学生爱上劳动

何杰，北京师范大学第二

附属中学教师、特级教师、研

究员，曾获首都劳动奖章、北

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

主任特等奖。

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班主任不仅要在价值层面进行引导，还要利用班规、活动帮助学生养成劳动习惯，使劳动成为学生的自觉行动，更

成为全班学生共同的价值选择。本期刊发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教师何杰关于班级层面劳动教育的第三篇——

注意张静是在军训的第一天。

烈日下，我看着她极厚的刘海一点点

变得潮湿，“我帮你把头发梳起来好

吗？”“不要，我不热。”她的眼睛藏在

刘海下，我看不出她的心思。

之后几天，张静在各项活动中表

现不积极，但经常与同伴在角落窃窃

私语，掩面而笑。一次，我问她“笑什

么呢”，她眼睛不看我，回答“没什

么”。直到军训第四天，我都没有真

正听到属于张静的声音。而在那天

晚上，情况发生了变化，矮小瘦弱、文

静内敛的张静被激怒了。

激怒张静的是有些“凶悍”的夏

波。夏波在班上嗓门最高，也是训练

最认真的女生之一。为了迎接列队

汇报表演，我与教官商量让夏波在晚

间检查女生当天新学的四步连贯动

作。没想到的是，女生宿舍因此发生

了争执。我及时赶到，张静愤愤不平

地对我说：“夏波太凶了，有的同学身

体不舒服，她还命令她们下床完成动

作！”夏波之前已经告诉我，有的同学

动作不够标准，她心里很着急。可是

夏波的言语和行事方式也确实不妥

当，张静的话有一定道理。在解决学

生矛盾后，我好奇这个柔弱的女生情

绪为何突然变得如此激动？

带着疑惑，我来到了张静家，与

张静妈妈交谈了 3 个小时，了解到的

情况是：张静因无法忍受学习压力，

初中阶段曾经很厌学，逃学逃课也是

常有之事。听后，我又寻问张静的爱

好以及与家人、朋友的关系，结果是

她与父亲关系紧张，与朋友相处融

洽，常常一起讨论日本动漫。

离开张静家，我脑海中浮现出她

与同学掩面而笑的样子。开学后，通

过更进一步接触，我发现张静并不是

无法忍受学习压力，而是无法忍受一

切带有“暴力”性质的东西，比如军训

中夏波的行为。她喜爱柔软的东西，

比如更愿意与性格温和的同学相处。

我选择尊重张静的兴趣爱好，她

喜欢日本动漫，连带喜欢日本文学，

我利用早晨偶尔与她乘同一班地铁

的机会，主动向她请教动漫相关问

题。一段时间后，张静发现我不是她

想象的“暴力”班主任，于是变得愿意

与我聊天，还主动向我倾诉初中厌学

之事和家庭矛盾等问题。

谈话中我了解到，张静很反感父

母的武断和自负：对与她一起谈论

动漫的朋友不了解便加以批评，还

常常以“前途”等问题吓唬她。在劝

慰的基础上，我讲述了大学同学研

究动漫的故事，鼓励她为了兴趣努

力学习。

不知不觉中，张静找到了学习的

动力，对父母的善意言行也逐渐多起

来。张静妈妈后来告诉我，孩子言语

中对未来有了规划，希望能够进一所

好大学，学习动漫相关专业。

这种改变不是来自强硬的要求，

而是源于柔软的鼓励。强硬的方式

可能教出乖孩子，也可能适得其反，

引起孩子的叛逆或“暴力”。我有幸

找到了那股化解“刚硬”的“柔软”，从

而理解了孩子那颗“逆反”的心。

希腊德尔菲神庙中镌刻了三句箴

言，其中一句是“认识你自己”。认识

自己，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

班主任应该牵着孩子的手一起探寻的

问题，他们到底在与什么“逆”向而

行？他们抵触、对抗的是什么……每

个所谓“逆反”孩子的心灵图像都各不

相同，这一幅幅图像有待我们与孩子

一同发现和认识。当孩子发现一个不

一样的自己，也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

世界——这个世界有点乏味，但总有

生机和趣味；有时坚硬，但也会变得温

和、柔软；有些许“暴力”，但更多的是

爱和温暖。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

理解那颗

“逆反”的心
□陈 静

“快乐E家” □孙 艺

工作之初，我常常因家长不理解、

不支持而感到班主任工作难为。此

后，经多方尝试，寻找到了家校合作的

突破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

利用网络平台创设了“快乐E家”大家

庭，在微信、钉钉、QQ 等平台建立班

级空间，让学生、教师、家长成为快乐

的一家人。这一实践拉近了家校距

离，家庭成了助推学生成长、班级向好

的重要力量。

记录精彩瞬间，分享成长快乐

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孩子的成长，

不能及时了解孩子在校的情况，很容

易形成沟通障碍，甚至产生误解。因

此，我将微信版“快乐E家”打造成分

享孩子点滴成长的乐园，每天关注并

随时抓拍学生参与活动的精彩瞬间，

再将照片分享到该平台。家长透过

手机屏幕不仅看到了孩子的成长，感

受到了教师的付出，还拉近了与班主

任的心理距离。

抓拍时，我特别关注那些安静的

孩子，比如主动捡起垃圾的身影，默

默关好教室门窗的身影，一点一滴我

都细心记录。一个看似不经意的镜

头，或许就会让家长内心泛起欢乐的

涟漪。

一双眼睛看到的信息是有限的，

于是我将发现美、传播美的机会分配

给每个学生。全班轮流写《班级日

记》，盘点班级工作，发现同学的闪光

点并每晚在微信群进行语音播报。

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写作和表达能

力，还让家长、学生的心与班集体紧

密联系在一起。

经过长期的分享、播报，家长成

了班级活动的忠实粉丝，他们可以及

时为孩子的成长点“赞”，也更能理解

教师的言行，体会到师心如同父母

心，合作才能共赢。

创设多个平台，共度亲子时光

常听家长诉苦，“孩子回家什么

也不跟我说，就自己闷在房间里”。

其实，孩子身上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

与父母缺少有效沟通造成的。我想，

何不利用“快乐E家”的便捷，助力和

谐亲子关系的构建呢？

钉钉平台的“班级圈”是我搭建的

亲子活动展示平台，每个周末有主题，

节假日更有系列活动，活动过程的照

片和视频分享到“班级圈”。比如，疫

情期间开展“舌尖上的春天”体验活

动，孩子采摘、制作春天的美食，家长

担任场外指导和摄影师的角色，记录孩

子制作食物的过程。其乐融融的氛围

中，孩子收获了本领，家长见证了成长。

此外，我还设计了周末观影时光

展、为父母写一封信、读书故事会等

活动，丰富孩子与家长相处的形式。

这些有父母陪伴的美好时光将在孩

子心中筑起一道堤坝，帮他们抵御成

长中的风浪。

借助优质资源，引领共同成长

良好的家校关系不仅是共情、共

力，更是在共同学习中逐步结成“成长

共同体”。携手，更要向前，于共同攀

登中成为亲密战友。为此，我在“快乐

E家”开设了读书分享空间，与家长共

读教育书籍。考虑到不少家长没有读

书的习惯，我先从引领他们听读开始，

每晚在微信群上传一段语音，家长可

以收听、发言；每周末定时在钉钉群播

放视频课程：卢勤姐姐现身说法，引领

家长做“知心父母”；主持人樊登倾情

讲解《正面管教》《解码青春期》《父母

的语言》等教育书籍……在经典的引

领下，家长更有智慧，在教育孩子方面

也与我达成共识。

古语有云“上工治未病”，老子说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在家校

合作中，班主任要防患于未然，避免

沟通不力、交流不畅的现象发生，充

分利用各种资源搭建共情、共享、共

成长的平台，让家长成为班级建设的

参与者，使学生在家校和谐的氛围中

成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好运角中学）

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每天都会

遇到各种问题，若工作不得要领、没

有章法，难免陷入问题的旋涡，不仅

影响教育教学工作，还会因个人情绪

波动而影响学生的状态。

总结多年班主任工作经验，我发

现班级管理中的一些共性问题是可

以通过班级文化自然化解的。那么，

什么样的班级文化可以将问题化解

于无形，甚至改变学生的言行？阅读

让人掌握知识，更能唤醒人的心灵。

在班级文化建设中，我围绕阅读做文

章，让阅读浸润学生的心灵，进而改

变学生的言行。

打造书香班级，营造阅读氛围，

让学生静心。我发起好书分享活动，

师生从家中带来喜欢的图书与同学

分享，这样班级图书角便有了 300 多

本书。准备工作完成后，我与学生讨

论并制定了“班级阅读公约”，明确阅

读的时间、借还书的要求，还安排既

细心又热爱阅读的学生负责图书借

阅工作，他们既是图书管理员又是班

级阅读的“领头羊”。

在“班级阅读公约”公布之初，一

些活泼好动的学生不适应，他们本来

对阅读的兴趣就不浓，在这种环境中

便总想找同学讲话，但是当他们看到

其他同学认真读书时，慢慢地，他们

也开始读书。经过一个月的熏陶，我

发现班级中追逐打闹的现象少了，沉

浸在书本中的人多了，课间休息时，

学生静静地读书，教室里流动着轻轻

的翻页声。

读经典著作，学他山之石，让学

生立志。西汉刘向说，“书犹药也，善

读之可以医愚”。在我看来，读书不

仅可以“医愚”，还可以励志。

学生高二分科后，学习难度加大，

一些学生感觉很吃力，进而产生了放

弃的念头；还有学生认为距离高三还

有一年时间，紧迫感不强，学习状态松

弛。高二的学生已经初步形成了自我

意识，对待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此时讲

道理的方法不一定能产生好效果。

为此，在班级共读中，我有针对性

地给学生推荐书目，并在每节语文课

抽出5分钟时间，安排学生分享读书感

受；利用校园文化节的契机带领学生

排练“微话剧”，学生排练的“微话剧”

《活着》不仅在学校大放异彩，还获得了

安徽省中小学话剧展演一等奖。

阅读让学生获得了荣誉，也让

他们变得更成熟懂事。与学生谈心

时，只要我说出他们读过的书中某

个人物或某句话，学生就能明白我

要表达的意思，是阅读让师生沟通

更顺畅。

开展读书活动，群策群力，让班

级更和谐。班级阅读活动开始后，

学生常常在课间三五成群地聚在一

起讨论书中的某个情节，甚至为了

维护自己的偶像争得面红耳赤，有

时还要我出面调停。面对这种局

面，我既高兴又自责，高兴的是因为

阅读让学生碰撞出思维的火花，自

责的是我没有及时给他们提供分享

的平台。于是，我从每周自习课中

拿出一节课让学生分享阅读体会，

并且开展了作品人物角色扮演、人

物形象辩论赛和为书中人物“代言”

等活动。这些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进

行，小组的向心力越来越强，团队也

越来越和谐，进而整个班级的氛围

也越来越融洽。

朱永新说，“一个没有阅读的学

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那

么，一个拥有书香的班级，则可以让

学生更健康、从容地成长。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

成长，与书香作伴 □任淑芳

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何 杰

教育的本质是价值观的培养，学

生拥有正确认知才会有正确的行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正确认知一定能够带

来正确的行为，还需要相应的规训才

能使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如果班

主任不讲道理只利用强制手段加以管

理，学生怎能形成正确的价值选择？

如何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劳动教育也是如此。如果缺少对

学生劳动行为的规训，学生的劳动观

也很难形成。

“规训”即在班级建立相应的价值

规则，可以以班规形式体现，也可以在

班级营造舆论氛围和行为评判标准。

如果全班学生有共同的价值标准，一

些违规行为就会受到抑制，久而久之

就能够形成一股力量，从而营造良好

的劳动氛围。

班级中最常见也最普通的劳动是

值日。现实中，不少班级都存在学生

逃避值日或因值日问题在学校量化评

比中扣分的现象，班主任用各种办法

避免值日不到位的情况发生，但未见

得真有效。与此同时在班级管理中，

一些学生犯了错误，班主任也常常采

用值日的惩戒方式。

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管理问

题，不如说是对劳动的认识问题。我

从来不用值日惩罚某个学生，因为我

始终认为劳动是人的权利，也是人的

尊严，惩罚某个学生值日并不能让其

了解劳动的价值，反而会让学生拒

绝、厌恶劳动。在我的班级，学生通

常以小组为单位值日，每组一周，如

果某一天有量化评比扣分情况，小组

重新值日一周，直到没有扣分才顺利

交接到下一组。

一些人不理解，认为一天做不好为

什么要惩罚全组值日一周。其实，重做

一周值日不是惩罚，而是将没有完成的

任务返工——既然明确了劳动的质量

标准，就要按标准不折不扣地执行。制

定这一规则的目的，一是让学生形成共

担责任的意识，二是让学生拥有尊重别

人劳动的意识，三是让学生有劳动质量

的意识，能够按照约定规范行事。

经过反复讲解和不断示范，我的

学生对这一值日规范完全认同，在每

学年末各班总结时，我所带的班级在

量化评比中都有很好的成绩。

可见，要学生养成劳动习惯，班主

任可以通过建立班级规范使劳动成为

全班学生共同的价值选择。

有了规范也要有训练，即不符合

规范的事情要重新做，比如值日做不

到零扣分再做一周就是训练。同时，

只要学生做了符合规范的事，小组成

员也会得到肯定。

在班级管理中，我提倡学生主动

承担社会工作、积极参加学校活动。

作为班主任，我也努力创造条件帮助

学生多参与各类活动，学生承担学校

团委、学生会、社团的工作，或者参与

社会志愿活动，我都会大力表彰，并在

班级各项评选中向这些学生倾斜。这

样做的目的是让全班学生明白，不是

只有学习成绩优异才能获得老师和同

学的认可。

在带班过程中，我对自己有明确的

要求：我带的班不一定年年评先进班集

体，我自己不一定年年评优秀班主任，

但班级值周评比必须名列前茅、志愿活

动必须全校领先，为的就是让学生真正

认同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尊严。

3年又3年，我所带班级的学生志愿

学时总能早早达到国家标准，超过2/3

的学生志愿学时超过国家标准一倍。

学生们每每说起这些，也都非常自豪。

这些成果的取得肯定不是只凭借劳动

课、思政课就能完成的，还离不开班主

任在班级生活中不断进行的价值探讨

和行为规训。多方共同努力，才让学生

形成了正确的劳动观和积极行为习惯，

从而使劳动教育落到了实处。

我和你

我秀我班

在班级中，学生更愿意与兴趣相投的人交往，这种行为固然可以结交朋友，但同时也将学生困于相对固定的圈子，

无法看到不同性格同学的亮点。为此，湖南省株洲市九方小学一年级（8）班学生在班主任的指导下尝试绘制“朋友

树”，学生每次认识了新朋友就将其名字贴在“朋友树”上，并向家人介绍自己的朋友。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朋友树”上

的名字越来越多，学生也结交了更多朋友。（陈芷平/图文）

“朋友树”

家校彩虹

一班一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