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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2021年2月3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成事育人成事育人，，班级管理的核心取向班级管理的核心取向

班级管理不是一般的事务性管理，其本质是一种教育活动。因此，“成事育人”应该成为班主任进行班级管理的认识起点和价值取向，这才

能体现班主任的专业性和教育智慧。本期刊发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李伟关于班级管理的第二篇——

家长对班主任的第一印象往

往是通过孩子获得的，这提示班主

任首先要做一个学生认可的老师，

为今后更好地与家长沟通做好铺

垫。与此同时，班主任也要明确，

家校沟通的起点不是在充分了解

学生之后，而是要在接班初期就建

立家校沟通的渠道。

点滴关爱，照进心灵

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对学生

的关爱能改变家校关系，使家校沟

通更真实灵活。我们班有一个特

别胆小的男生，他曾经因为不敢举

手而拉裤子。毕竟是五年级的学

生，处理时不能伤害孩子的自尊

心。所以，我当即给孩子一条备用

长裤并让他到厕所整理，同时通知

其他班级学生暂时到楼下上厕所，

对本班学生进行教育，他们不仅没

有嘲笑那个男生，还主动帮忙清理

被弄脏的椅子。当家长来到学校

时，看到专心听课的孩子，悬着的

心也落下了。

刚接班时，家长对我的态度并

不坦诚，但经过这件事后，家长与

我沟通时多了一种亲切感，不再以

冠冕堂皇的客套话搪塞我，也愿意

主动分享孩子的喜好、在家的表现

以及哪方面需要帮助等。当家长

感受到教师的关爱，自然会主动分

享、交流。需要注意的是，家长不

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之中不免有邻

居、同事、朋友，会相互沟通，了解

和评价班主任，所以班主任对待学

生要秉持公平原则，让每一个学生

都感受到爱。

尽心教育，指点迷津

有的班主任常常会因学困生

而犯难，这些学生多数是因为习

惯差导致表现欠佳。对这些学生

的教育，家长多半也是无奈和着

急的，急需妙计良方。此时，如果

班主任还是一味向家长反映学生

的问题，只会让家长更加焦虑和

不知所措。

在家长眼中，班主任掌握了许

多教育知识和方法，他们希望得到

班主任的帮助和指导。因此在与

家长沟通时，针对学生身上的问

题，班主任要清晰明确地提出需要

家长如何配合，拨开家长眼前的

“迷雾”。同时，班主任还要关注学

生身上的闪光点，多进行积极评

价，给家长以希望和动力。

师生同心，拉近距离

带班过程中，如果班主任与学

生感情浓厚，会更容易赢得家长的

信赖和支持，家校沟通也会更顺

利。这提醒班主任要把握好对待学

生的态度，不放弃、不嫌弃，在学生

犯错时及时指正并给予改正的机

会，让学生感受班主任的温暖，成为

学生喜欢的对象，比如与学生分享

自己的故事，在课间与学生互动、做

游戏，用心陪伴学生成长。当师生

关系变得亲密，家校之间的联结也

会更紧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家校

沟通才会是真实的情感交流。

家校沟通重在关系营建，师生

关系、亲子关系直接影响家校沟通

质量。班主任要与学生建立良好

的师生关系，用真情帮助学生成长

进步，同时也透过学生赢得家长的

认可和信赖，与家长共筑学生成长

之桥。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威海市码

头小学）

家校沟通

重在关系营建
□郭丁源

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作为教师队伍中的一员，班主任本

就承担了不小的教学压力，此外还要负

责班级各项事务，所以有人说班主任是

“烧火带看伢，一抹带十杂”。班主任做

了这么多事，为什么还难以被当作专业

人员对待？班主任和班级管理工作怎

样才能从困境中走出来？

这要回到认识起点——班级不

仅是一个管理性组织，其本质是一种

教育性组织，班级管理不是一般的事

务性管理，其本质是一种教育活动。

班级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教育因素，班

级生活对学生成长的作用无法替

代。那么，如何让班级管理回归教育

活动的本性呢？这就需要班主任在

班级管理中将“成事育人”作为核心

取向。

“成事”的第一层含义是指“完成

一件事情”“解决一个问题”“达到一

个要求”，第二层含义是指“成功完成

一件事情”“成功解决一个问题”“成

功达到一个要求”。“育人”的第一层

含义是指学生的知、情、意、行得到发

展，生命得到滋养，第二层含义是指

不仅学生有所成长，教育者也得到了

发展。提到“成事育人”，意味着我们

要把“成事”“育人”的两个过程、两个

目的、两种价值合二为一，既要想办

法把事情做成、问题解决，也要使做

事的人得到发展。

在班级管理中，“成事”“育人”之

间不是简单对应的线性关系，而是复

杂、关联的关系：

一是“成事—育人”的关系。这

是班级管理中最理想的状态——师

生既能解决班级发展中的问题，达到

外在的标准和要求，又能在这个过程

中得到内在的发展和成长。

二是“不成事—育人”的关系。

这里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班

主任带领学生主动准备、参与某活

动，由于外界不可控的条件，虽然未

达到预想目标，但师生在过程中获

得了成长。另一种情况是班主任没

有主动、有意识地带领学生准备、参

与某活动，未达到预想目标，但由于

偶然因素学生自己获得了成长。

三是“成事—不育人”的关系。

这是指班级管理中虽然各项事务达

到了外在的标准或要求，但学生只

是被动参与和承受，并没有获得成

长。这种情况特别表现在班主任消

极应付工作，没有开发班级管理育

人价值，或者班主任过于重视功利

性目标，使学生过于关注事情的外

在意义，没有获得内在发展。

四 是“ 不 成 事 — 不 育 人 ”的 关

系。这是班级管理最消极的状态，班

主任既没有积极组织活动、营造氛

围、达到要求，同时学生也没有获得

内在的发展。

上述四种情况是极端化的临界

关系状态，班级管理的实际情形可能

处于四种临界状态构成的空间中的

某一点，并更偏向其中一种状态。

可见，我们倡导的应该是“既能

成事又能育人”的关系，即做同样的

事情，不仅达到外在的标准和要求，

又能在这个过程中促进师生特别是

学生实现内在发展和成长。实践中，

班主任可以从价值、思维和实践三个

维度来理解：

第一，“成事育人”是班级管理的

核心价值取向。所谓核心价值就是

“什么东西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

“成事育人”的核心价值取向提示班

主任要善于把班级管理中的一切事

情、过程、资源、情绪、方法都转化到

“成事育人”上来。

第二，“成事育人”是班级管理的

核心思维取向。所谓核心思维取向

即班主任要善于思考、琢磨、酝酿如

何设计和开发班级管理中的大事小

事，使学生既能“成事”又能“成人”。

第三，“成事育人”是班级管理的

核心实践取向。在现实中，班主任具

备了班级管理“价值取向”“思维取

向”，却不一定能将其完整落实到班

级管理中，这表明班级管理不但是一

个知、情的过程，更是一个行、意的过

程；不但是一个思维、心态、价值的领

域，也是一个操作、习惯、修习的过

程。这就要求班主任除了加强理论

学习外，还要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一种

学习自觉。

只有班主任在价值取向、思维取

向和操作取向上都能以适切的方式

感受、体会“成事育人”的丰富含义和

意义，“成事育人”核心取向才能真正

在班级管理中确立起来。

期末档案袋里放什么 □李 瑞大家立场

李伟，华中科技大学教育

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兼任华中

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班主任研究圆桌论

坛”发起人，著有《批判与重建：

个体“生命自觉”与当代学校教

育》《班主任工作的系统方法》，

译有《有效教师素质手册》，主

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

“工作坊：班主任专业发展新模

式的个案研究”等项目。

古诗汉译英
在班级开展的“古诗汉译英——学做文化传播的小使者”活动中，从选择古诗到古诗汉译英，再到考虑押韵、单词推敲，学生品尝

到了英语学习的乐趣。活动中，每个小组推选翻译得最好的作品，组员合作修改译文，然后将译文读给同学听，听者猜诗名和作者。

学生还总结了提高猜中率的秘诀，比如注意听专有名词和串联关键词。这项活动不仅帮助学生理解和积累了诗词，还锻炼了学生的

翻译能力。 （北京市海淀区七一小学 刘扬/图文）

家校彩虹

寒假前夕，除了应对考试，整理学

生档案袋也是班主任的一项重要工

作。那么，档案袋里应该放什么呢？

一是把师爱放进档案袋，让假期

变得更温暖。

每学期开始，我会给全班学生每

人准备一份小礼物。临近期末，我也

会给每个学生准备一份私人定制的

礼物并装进档案袋，让学生以愉悦的

心情开启假期生活。

我还会把与每个学生的合影打

印出来装进档案袋，以书信的形式对

每一个孩子“表白”。这个期末，我定

制了带有学生名字的小奖品放进档

案袋，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学生。

这学期我收集了许多牛皮纸盒，

随着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的热播，

我将牛皮纸盒重新裁剪并折叠成一

个个小礼盒，还给所有学生手工制作

了一朵小红花，然后把小红花贴在小

礼盒最醒目的位置。手工礼盒奖励

给每一个学生，让它见证学生一学期

的努力和付出。

一份礼物、一份惊喜、一片心意，

班主任把师爱悄悄放进学生心间，给

学生的假期生活涂上温暖的色彩。

二是把成长装进档案袋，让学生

变得自信而欢喜。

把奖状装进档案袋。一张小小

的奖状，既是对学生一学期努力学习

的肯定，也是对学生各项素养的综合

评定。虽然奖状不是衡量学生优秀

与否的唯一标准，但对学生和家长而

言，这是最闪亮的纪念品。

把作品装进档案袋。一幅幅美术

作品，一个个科学小制作，一张张书写

作品，都见证了学生的成长。本学期

最令学生兴奋的是手绘成语故事小册

子，这是学生每天课前三分钟展示时

的道具。积攒了一个学期，有的学生

已经制作了三四本小画册，看到一本

本画册时，学生自己都惊呆了。

把期末试卷装进档案袋。每次

期末试卷下发后都是几家欢喜几家

愁，其实考试只是评价孩子的一种方

式，无论是谁，都不应该利用“不如意

的分数”打击孩子。对家长来说，应

该利用分析期末试卷的时机，帮助孩

子看清自己的不足，找到解决问题的

办法，这才是正确的“成绩观”。

三是把约定装进档案袋，让假期

变得更充实。

安全教育是贯穿整个学年的重

要工作，在学生档案袋里，班主任依

然要强调安全的重要性，同时也要从

规范学生行为、强化安全技能等方面

给予指导。比如，可以利用《致家长

的一封信》，把印有安全教育的图文

打印出来放进档案袋，作为家庭亲子

互动的一项内容。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如何有意

义地玩”则需要班主任给予学生具体

的指导。我以“年俗、诗词、家庭课”

为关键词设计了“童心传承中国年”

假期主题课程，让学生把年味、中国

味带回家，在传统文化的气息中感受

家庭的温暖，过一个祥和的中国年。

一个小小的档案袋，彰显了班主

任的教育主张，也让学生在校园生活

中的点点滴滴被看见、被记录，而每

一段记录都是最动人的学生成长

故事。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高新区

艾瑞德国际学校）

我和你

在我们班，婷婷是唯一一个大热

天还在短袖外面穿外套的学生。我

提醒她，如果感觉热可以脱掉外套，

她只是朝我尴尬一笑。

那天我送学生出校门，婷婷妈妈

接到孩子就让婷婷到车里等，然后跟

我聊起来。我们想沟通的是同一件

事。婷婷妈妈说，一年级时婷婷奶奶

骑三轮车接婷婷放学，三轮车发生侧

翻，婷婷右胳膊被划了一个长长的口

子，缝了十几针。本以为孩子小不会

留疤，没想到伤口愈合不好，留下了

一条红肿的伤疤，像一条长长的蚯

蚓。家里人都告诉婷婷有伤疤没关

系，但孩子就是不肯脱外套，说害怕

被同学嘲笑。

我不知道婷婷是否曾因这个伤疤

而被区别对待，但倘若孩子因为有伤疤

就要遮要藏，那这个伤疤已经长在了她

的心上。成长路上有许多意外的痛苦

和伤害需要我们承受，身上留下的伤疤

正是我们不断成长的有力证明。这些

道理该如何让婷婷明白？

又是一天放学，我遇到了骑三轮

车接孩子放学的婷婷奶奶。奶奶一见

到婷婷就接过孩子手中的美术工具

箱。那是一双满是老茧的手，更让我

惊讶的是老人手上还有累累伤疤。我

拉住婷婷，悄悄告诉她奶奶的手是一

双有故事的手，回家后好好摸摸奶奶

的手，数一数有多少伤疤，听奶奶讲一

讲这些伤疤背后的故事。

第二天，婷婷告诉我奶奶手上大

大小小一共有12处伤疤，有的是割稻

划伤的，有的是切猪食时留下的，“奶

奶脚背上也有一个伤疤，那是几十年

前帮邻居建房时被重物砸中没及时

医治留下的”。

“你觉得奶奶的这些伤疤是不幸

和耻辱吗？”婷婷将头摇得像拨浪

鼓。我顺水推舟：“我也觉得奶奶的

伤疤不是耻辱，那是奶奶为家人、朋

友付出而得到的善良的勋章！”婷婷

微笑着点头，眼里充满了骄傲。我又

告诉婷婷，老师肚子上也有一条“蚯

蚓”，许多妈妈的肚子上都有这样的

伤疤。那是妈妈孕育新生命的印记，

是颁给妈妈的天使勋章。

“老师知道你胳膊上也有一条

‘小蚯蚓’，愿意跟我说说它的故事

吗？”婷婷没有拒绝，向我讲述了伤疤

的来历，还强调以后做事要更加小

心，安全第一。

“看来伤疤并非一无是处，我听

你妈妈说，当时你受了伤却不忘安慰

自责的奶奶，在医院缝合伤口时还提

醒医生轻一点、慢一点，你以后还要

跳舞、穿漂亮衣服，你真是一个可爱

勇敢的小天使！”婷婷开心地笑了。

我提议看一看她的“勋章”，她自豪地

撸起袖子。我轻轻抚摸，顺势让她脱

下外套。婷婷迟疑了几秒钟，然后露

出了坚定的目光。

我陪婷婷一起回教室。脱下外

套的婷婷特别受瞩目，在同学的注视

下，婷婷淡定地坐下。当同桌好奇地

凑过来看时，我听见婷婷小声说：这

是勇敢的标记，是天使的勋章！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二中白

马湖学校〈小学部〉）

□徐美勤天使的勋章

我秀我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