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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2020年10月28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成长在规则的阳光下成长在规则的阳光下

班主任严格带班不是错，但“严格”是疾言厉色还是有序管理？实践证明，让学生“沐浴”规则之光，才能更好地实现班级自治。本期刊发

教育部“领航工程”中小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辽宁省辽河油田兴隆台第二初级中学教师朱萍关于班级管理的第一篇——

“哪吒是妖怪，大妖怪！”伴随

视频的播放，学生脸上出现了愤

懑的表情。

“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哪吒被激怒了，选择用武力

回击！”

这是班会课上的一幕。随着

年龄的增长，学生之间因沟通不

畅产生了许多矛盾。为了帮助学

生掌握沟通技巧，避免类似问题

发生，我带着学生创编生活剧本，

以演为线、以议悟理，开展了沟通

为主题的班会课。

课前，我收集了班级中发生

的3个有代表性的沟通片段：自己

犯错、指出别人的错误、商量事情

等三种情况。

课上，小演员们全情投入，演

绎得生动自然。表演到老师询问

学生是否忘记做值日时，小演员

不服气地说：“老师，我马上要回

教室写作业了，今天作业很多。

况且小红也没做值日，为什么只

说我！”小演员刚表演完，就有学

生迫不及待反馈他发现的问题：

“被别人指出错误后怎么能这样

狡辩和推卸责任呢，太没礼貌了，

承认错误的态度要诚恳”；当小演

员扮演检查人员来到教室时，他

冷冷的一句“教室怎么脏得像垃

圾厂，快点打扫干净，不然把你们

班卫生分数扣光”刺激了全班学

生，大家义愤填膺，“就算别人犯

错了，也不能用这样的语气说话，

会伤害对方”；最后一组学生表演

结束，小演员一句“你不借我，我

不跟你好了”竟引来了部分学生

“眉目传情”，有的孩子还悄悄低

下了头。交流环节，李萌说：“之

前有同学向我借跳绳时就是这样

的。我只有一根跳绳，借给她我

就没得用了，但不借给她，我又害

怕她不跟我做朋友。”听到这里，

张鹏回应说：“真朋友不会不考虑

你的感受，更不会用威胁的方式

跟你说话。”话音刚落，全班响起

此起彼伏的掌声。

小组演绎结束后，我提议提

炼人与人沟通发生问题的原因。

不一会，学生就说出了自私、自

大、不平等关键词。

通过场景重现，学生明晰了问

题，并尝试剖析问题、探索解决问

题的方法。为了让学生有更深切

的感受，我选择将演绎进行到底，

鼠标一点，屏幕上跳出3个沟通挑

战：一是跟同学沟通，不能在不经

过同意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文

具。二是跟老师解释今天早上迟

到的问题。三是跟家长商量报名

冬令营。

5分钟的小组排练时间，学生

们忙得热火朝天，每个小组两位

演员两位导演，演员的每一句话

都经过了反复推敲，“不行，你语

气太冲了”“你要把参加冬令营的

好处说出来”……这样的话语在

教室里此起彼伏，相较于刚上课

时学生略显拘束的样子，现在他

们已经全情投入情境之中，并在

一次次练习后悄然解锁了不同的

沟通技巧。

小组展示环节，温柔的语言，

顺畅的交流过程，让所有学生感

到愉悦。从沟通不畅时的痛苦伤

心，到有效沟通时的愉悦欢欣，学

生明白了沟通的重要性。

班会课进入尾声，我让学生

对比前后两次演绎，他们发现了

问题症结和解决办法——指出别

人错误时要情绪平和，温和沟通；

自己犯错时要诚恳反思，勇敢地

说出来并知错就改；与他人商量

事情时要学会换位思考，有理有

据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

随着问题的层层突破，沟通

不畅这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问题

被慢慢解决。今后，学生再面临

沟通问题时就会回想起这堂班会

上大家演绎的一个个片段，与人

交往时也会更顺畅。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熟国

际学校）

演绎“沟通”
□陈 扬

男孩们在入学第一周就显示出

与众不同：站军姿乱动，走队列不齐，

寝室卫生做不好，学生手册考核不合

格；军训结束后，在学校频繁打架，集

会散漫，上课吵闹，在各种活动中缺

乏竞争力，简直是一群“野龙”。自

此，我的“驯龙”生涯开始了。

我向全班学生提出要求：女生有

修养，男生有担当。虽然目标明确，

但我依然要每天处理男生之间的打

架事件。在处理学生矛盾时，我没有

一味地批评指责或用违纪单处罚他

们，而是告诉学生正确的做法：通过

积极沟通明确事实，不轻信传言；通

过言行塑造自己的形象，避免发生肢

体冲突；情绪失控时要迅速离开现

场，调整自己的情绪。

对于班里几个总觉得被欺负的

学生，我告诉他们：努力掌握与人相

处的方式，不把解决人际关系难题的

希望都寄托于师长；学会态度严正地

拒绝他人，而不是表现出过激的情绪

或采取同样侮辱人的方式进行反击；

不断提升自我，建立自信。

这个过程比较漫长，见效不快，

且耗费精力巨大。其实，用违纪单乃

至处分就能快速杜绝打架事件，但教

育不能仅仅是禁止，更应该是疏导；

不能只是让学生承认自己的错误，更

应该让他们掌握改正错误的正确方

式。严苛的管理只能暂时压制，真诚

的教育才能影响学生内心。

于是，我在班级白板设置了一处

“班级亮点”，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写一

写观察到的班级好现象。一天，班里

的男孩做操稍稍像样一些，我就在白

板上表扬了全体男生，第二天他们明

显更认真了。

只有班主任一个人表扬是不够

的，我还鼓励学生之间互相表扬：学

农活动总结会上，学生说一说学农过

程中谁值得表扬；学校运动会结束，

每个组长评一评，哪些同学可以得到

表彰；班委改选时，学生互相举荐提

名；每个月末，全班票选乐于助人的

“暖心人”……活动中，男孩们特别踊

跃，每个被提名的男孩脸上都带着自

豪、满足和一点点的不好意思。我知

道，上进的种子萌发了。

学生这样的神情，我想让家长也

看一看。

初一下半学期的家长会，我邀请

3 个学生讲一讲“我在英特的变化”，

“违纪大王”李同很快就准备好演讲

稿：“无条件的自由不是自由，是自

误。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才慢慢

找回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确了自

己今后要做什么、怎么做。”让我意外

的是，他在最后总结时表达了对同学

和老师的谢意：感谢老师、同学，在我

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帮助了我。

慢慢地，班中男孩呈现出善良、

大气、爽朗的特质。虽然仍有不靠

谱的时候，但是，每当看到检查眼保

健操时顺手扫地的他，看到演讲女

孩流泪时默默拿出纸巾的他，看到

大扫除时被戳破了手指仍蹲在墙角

擦护墙面的他，看到搬东西时毫不

犹豫上来帮忙的他，我就觉得他们

还是很可爱的。

与学生相处，我只有故事，没有

策略，孩子成长最需要的是时间和

耐心。“驯龙”并非为了“驯服”，更多

是“唤醒”。我越来越明白，成长的

意义并不在于是否达到目的，而在

于奋斗过程中的付出，以及逐梦过

程中努力成为一个有勇气、有担当

的人。成长是一段历程，不是一个

结局。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外国

语学校）

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朱 萍

不少班主任都想“管好”班级，但

现实往往是班主任越严格，学生越叛

逆。在22年的班主任工作中，我常常

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导致班主任无法

有效管理班级的原因是什么？我认

为，一方面在于“唯分数论”的教育质

量观带来的偏差，另一方面在于谋求

学生“为守纪律而听话”的班级管理理

念带来的偏差。

这就需要我们明确什么样的学

生才是“好学生”。考试成绩好的学

生就一定是“好学生”吗？显然不

是。考 90 分的学生是学业表现优秀

的学生，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由40分

提高到60分的学生也同样优秀；学生

被管控得噤若寒蝉才是“好学生”？

当然不是。能遵守纪律的学生是品

行良好的学生，能做到减少违反纪律

次数的学生同样值得鼓励。

基于这样的教育理解，班主任要

摆脱“为管而管”“管而无功”的被动

局面，就要承认学生固有的差异性，

结合不同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设置有

针对性的成长目标，激活学生自我成

长的“内需”，让每一名学生都拥有获

得感。

为此，我构建了初中班级目标导

向考核评价体系，将学生在校期间的

一切活动纳入考核评价体系。考核

评价体系包含目标引领、学业进步、

品德发展三个方面，细分为30个“奖”

与“罚”并存的考核细目。这套考核

评价体系不以分数排名次，而是以★
和☆两种“星星”为代币符号，因而也

称“星星考核制度”。当学生达成目

标、成长进步时得到★，起强化、引导

的作用；当学生未达成目标、出现问

题时得到☆，起预防、矫正、禁止的作

用。同时还规定★与☆按照1：3的比

例抵换，表示一时的进步与问题并不

是终极结果，都是成长过程的体现。

期末时，评选三好学生等荣誉，既不

需要班主任主观决定，也不需要学生

间靠人情投票，均看得★数量。

我将考核细目张贴在教室，便于

学生随时审视自己的行为，在问题未

发之时得到预警；每天公布考核情

况，便于学生及时享受进步的喜悦和

进行反思，在问题发生后进行自我矫

正。对班级学生的考核评价依据考

核细则进行，公开、公平、公正，日常

考核由学生考核、小组执行。在这个

过程中，学生的自我教育和管理意识

增强，有助于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和规

则意识的养成。

规则明确后，具体落实还需要

班主任严格把关。比如，在一次活

动中出现了严重“践踏规则”私下交

换组员的行为，两个组长因触碰了

“星星考核制度”的最严处罚细目，

各得 20 个☆。

为什么重罚学生？我告诉当事

人，假如在战争期间上级安排你与同

伴各带一组人坚守阵地，你却从同伴

队伍拉走一个人，同伴将陷入何种境

况？在道路上驾车，为了快速通行，

有的人可能会超速、有的人可能会闯

红灯，从道德层面看这属于投机行

为，但从法律层面看这就是违法行

为，要承担法律责任。

处罚是手段，不失时机对学生进

行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教育，强化良

好行为习惯和法治意识养成，才是我

的班级管理目标。

班 主 任 管 好 班 级 的 关 键 是 什

么？毫无疑问，就是让每一名学生

都能迎着规则的阳光健康成长。引

导学生树立全面发展的学习观，让

学生知道应该做什么、为什么这样

做、这样做有何收获，班主任就可以

将工作重点转到指导学生设置成长

目标和帮助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上来，进而实现班级自治，学生自

主成长。

家校彩虹

那一年担任高三毕业班的班主

任，遇到了一群多愁善感的学生——

爱哭，考好了要哭，考不好更要哭，手

机被没收了要哭，班级常规不好也要

哭。学生杨琪更是以哭而闻名全班，

常常为家庭琐事而哭。她每次哭都

找我当听众，我想安慰她，可话还没

说出口，她已经破涕为笑：“老班，您

回去吧，我没事了。”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事情突

然有了变化。

从前，无论杨琪怎么哭，学习成

绩是稳定的，我也就理解为是她高

三学习压力大需要宣泄。可是有几

次，她聊天的主题都是父母，每次聊

完也不再“阴转晴”，而是长久地沉

默和抽噎，学习成绩也急剧下滑。

我意识到出了大问题。果不其然，

杨琪父母闹离婚，原因是父亲每天

与朋友喝得酩酊大醉，在多次规劝

无效的情况下，杨琪妈妈发出了最

后通牒。

在距离高考不到半年的时间，这

样的家庭变故对多愁善感的杨琪意

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来到杨

琪妈妈经营的小店，她礼貌地与我打

了个招呼，就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

呆呆地望着门外，若有所思。

征得杨琪妈妈同意后，我拨通了

杨琪爸爸的电话。等待的过程中，我

从杨琪妈妈口中得知：杨琪爸爸事业

成功，重义气，讲感情，对酒局有叫必

到，喝酒必醉，时间长了，身体大不如

从前。杨琪妈妈心疼，多次规劝无

效，不得已使出了最后一招离婚。他

们不知道，这个看似赌气的举动已经

影响到即将高考的女儿。

半个小时后，杨琪爸爸急匆匆

地赶来了。我向家长简短介绍了杨

琪的近况：孩子学习成绩退步，很大

一部分原因是担心爸爸的身体，每

次回家看到爸爸在卫生间难受呕吐

的样子，孩子很心疼，但又不敢对爸

爸表达，只得向我哭诉。孩子正值

高考冲刺阶段，最需要父母的鼓励

和支持，你们非但没有成为孩子坚

强的后盾，反而“后院起火”，你们不

是合格的父母。

听完我的话，杨琪爸爸露出了

担心的神情，低着头，两只手搓来搓

去，不知道说些什么，杨琪妈妈眼含

泪水一言不发。那一天，我说了很

多，杨琪爸爸始终没有说话，只是频

频点头。

家访两天后，杨琪找到我，又哭

了，但是笑着哭的，她告诉我，爸爸变

了，这两天没有出去喝酒，还到学校

接她回家，给她准备夜宵。妈妈不再

提离婚，家里出现了久违的笑声。

听到这些，我有了些许安慰，也

没告诉杨琪家访一事，这是我与家长

的约定。

此后，杨琪依然不定期让我当听

众，但悲剧变成了喜剧，她不怎么哭了，

即使哭，也是幸福地哭着和我分享“酒

鬼”爸爸的蜕变。

下半年，杨琪的成绩稳中有升。

高考后，她如愿被省内一所师范大学

录取。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和他

们全家吃了一顿饭。饭桌上，杨琪爸

爸不经意间说出了我们的秘密，杨琪

听后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一次看似冒昧的家访，一番稍显

冒昧的说教，成就了一个孩子的前

途，甚至挽救了一个濒临破裂的家

庭。教师施教，除了在讲台，家庭也

是我们的舞台。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第

二中学）

“驯龙”记 □孔黎娜班级叙事

□黄 鑫

朱萍，特级教师、中学正高

级教师，任教于辽宁省辽河油

田兴隆台第二初级中学，西南

大学卓越教师培养导师、渤海

大学客座教授，教育部“领航工

程”中小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六年级（3）班迪士尼中队教

室外墙的宣传栏上有一道亮丽的

风景，是其他任何班级无法复制

的精彩，因为它记录了孩子们学

习“小姚老师的光影播课”的精彩

瞬间和习作成果。这是课程导师

小姚老师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礼

物，她希望孩子们在日常紧张的

学习生活中也能感受美好，从中

汲取力量。

（浙江省瑞安市虹桥路小学

姚锦燕/图文）

我和家长的秘密

我秀我班

创意班队会

墙壁上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