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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2021年4月14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班本课程班本课程：：统领班级建设统领班级建设

班本课程主张班主任以躬行者的姿态，优化班本德育课程、集纳家长特色课程、强化学科课程，聚焦课
程带班育人，将班级生活纳入课程建构体系，使班主任工作“提纲挈领”。

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吴海丽，江苏省南通师范学

校第二附属小学语文教师，高级

教师，中国网2015年度“中国好

教师”，江苏省教学成果奖获得

者，著有《启发人性的教育：班本

课程实践叙事》一书。

班级叙事

绘本《大卫上学去》中大卫的形象，生

动再现了孩子刚入小学时的场景，看似与

校园生活不和谐的故事一件一件都发生

在大卫身上。面对这个几乎让老师崩溃

的孩子，老师并没有大声呵斥，而是春风

化雨般润泽大卫的心田。老师对大卫的

态度特别值得我学习实践。

一年级下学期，我班转来一名新生宇，

这是个看上去纯真乖巧的孩子。可是好景

不长，适应了新环境后，宇开始搞恶作剧、

骂人、打架，成了班级“小霸王”。这个“小

霸王”不就是绘本中的“大卫”吗？

有学生抱怨：“老师，我们班以前都没

有打架的，可是宇来了以后，每个人都被他

欺负了”“老师，我被宇打了”“老师，你管管

宇吧，我们受不了他了”。同时，也有家长

联 系 我 说“ 这 个 孩 子 太 调 皮 了 ，总 打

人”……

宇每次犯错误我都单独找他谈话，他

从不敢直视我。因为纪律要求、行为规范

他心知肚明，可就是不按要求做，也不按

常理出牌。谈话的作用仅在当时有效，宇

本质上没有发生改变，这个问题继续困扰

着我。

我深知原生家庭影响着孩子的性格

与品格养成，这期间我一直跟宇的家长沟

通。虽然家长完全配合，但是效果却不理

想。随即我了解到，家长教育“大卫”就是

唠叨、吓唬他，这对孩子的成长更不利。

如何让宇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主动改

正？带着这个困扰，我想试试《如何说孩

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这本书里

的方法——有效沟通。

首先我让宇面对自己犯错时的心理

感受，因为孩子有好的感受，就会有好的

行为。然后让他知晓自己的问题，听他说

改进的想法，给他留有选择的余地。当宇

有进步时，我适时奖励、夸奖、赞美他，“因

为你在遇到事情的时候知道静下心来认

真思考，不直接打人就是你的进步，这叫

自律”。宇听到我的表扬时，眼里充满了

光芒，他高兴得跳起来。我也满心欢喜。

宇有了进步，同学、老师、家长也称

赞、鼓励他，他变得越来越自律、越来越有

礼貌，还有了自己的好朋友。宇的转变是

我做班主任以来最大的骄傲。

静心反思，感谢我身边这群可爱的孩

子，是他们的优秀与不足助力我成长，我

们一起成长着。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南天山外国语学校）

每周一道菜，成长乐趣多

班主任肩负着育人的重要职责，

需要较强的专业素养。班主任工作

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班 本 课 程 主 张 班 主 任 以 躬 行

者的姿态，优化班本德育课程、集

纳家长特色课程、强化学科课程，

聚焦课程带班育人，将班级生活纳

入 课 程 建 构 体 系 ，使 班 主 任 工 作

“提纲挈领”。

凸显实践和发展性的班本德育

课程。教书育人，立德为先。班本德

育课程运用系统思维，将德育学科教

学、常规教育活动、即时情境下的教

育跟进等内容统一起来，着眼“适

合”，创新实施，突出教育性、情境性、

实践性。公民教育是班本德育课程

的核心内容，立足班级实际，通过社

会情境的利用、课堂情境的创设以及

活动情境的优化等方式，丰富学生的

德育课程体验，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与责任意识。

具体做法是：围绕“一个重点”，

注重“三个结合”。“一个重点”即重点

关注班级建设的文化内涵，着力建设

“班级精神家园”。“三个结合”即注重

班主任与学科教师的角色结合，优化

学科育人方式；注重常规教育与即时

情境相结合，实现全程教育在场；注

重学校统一行动与班级创意实施相

结合，增强德育课程的适应性。

班本德育课程要着眼各学段学

生特点加以规划，低学段的重点是

通过行为训练，培养学生良好的行

为习惯。比如三八妇女节，我给学

生布置了这样的作业：为劳累一天

的女性长辈送上一杯水，为她捶捶

背，制作一张贺卡表示节日的慰问，

以此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道德情

感和行为能力。

中高学段，我利用典型的社会

公共事件，引导学生关心身边事，投

身公共事务，增强公民生活体验，逐

步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

提高学生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持

续几日的高温天气之后，学校旁边

的护城河突现大量死鱼，我挖掘这

一事件的教育价值，引导学生持续

关注这一事件，走访河道管理处，解

开鱼死的原因。这一过程增强了学

生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了解了护

城河的历史及维护现状，并尝试提

出避免此类事件再发生的建议，发

展了综合素养。

凸显特色和公益性的家长课

程。班本课程主张一切有利于促进

学生成长的资源“为我所用”，倡导

家长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参与班本

课程建设，丰富班本课程内容。通

过开设“家长课堂”，许多在科学、体

育、艺术等领域有所研究的家长，给

学生带来了全新的课程感受。一位

从事科学研究的家长到班级讲述

《颜色》，通过幻灯片和相关的实验

材料，让学生不仅聆听了生动而又

令人深思的故事，还一起感受了颜

色变幻的神奇，收获了关于颜色的

科学知识。一位多年从事 IT 行业的

家长，利用先进的设备，通过视频影

像，给全班孩子带来跨学科的专题

讲座《星际漫步》。他带领孩子追溯

长江的源头，一览整个中国版图，在

黑夜白天转换的话题探讨中，“飞

跃”到地球的南极、北极、赤道，直至

广阔无垠的太阳系、银河系。他特

别 注 意 讲 述 方 式 ，不 时 与 孩 子 互

动。还有一位家长发挥自己的棋类

指导特长，每周一次到班上给孩子

传授国际象棋技法，全班学生因此

掌握了一项新技能。

家长参与班本课程建设，还包括

提供咨询服务，参与决策等，家校共

同完善丰富班本课程建构，形成教育

合力。比如，我班阳春三月开展的

“春天我种下……”的活动，家长就发

挥了巨大的支撑作用。联系景区、运

输树种等事务都是在家长委员会组

织下进行的。比如，在家长的大力支

持下，全班学生到本地特产南通西亭

脆饼生产基地参观制作流程。

家长深度介入班级活动，拓宽了

教育空间，丰富了班本课程内容，有

效延伸了学校教育。同时，家长热心

班级事务的行动给孩子树立了公民

在社会生活中履行公共责任的榜样。

凸显教师责任感和创造性的学

科课程。学科课程作为统一课程的

主要载体，传达国家意志，保证全体

学生接受基础教育。班主任实施学

科课程，因其超乎一般教师的德育

敏感性和价值引领力，使其教学呈

现出“学科+班主任”的特色，能够更

好发挥学科育人的作用。作为一名

具有多年班主任工作经历的语文老

师，我在执教统编教材五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口语交际”“走进他们的

童年岁月”时，除达成“针对不同对

象，从不同方面提问或者围绕一个

主题提问”“采访时能认真倾听，采

访后能有条理进行整理并表达”的

学科素养发展目标外，还进行更具

教育性的实践活动设计，引导孩子

聚焦“他们的童年”这一主题，通过

采访家族长辈小时候的衣食住行等

情况，引导孩子对比自己的童年生

活，小中见大，真切感受祖国“站起

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历程。

赵文在采访中发现，因为条件艰苦，

爷爷奶奶童年的梦想竟然是吃一口

现在看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红烧

肉。妈妈现在之所以爱吃豆腐，是因

为小时候太爷爷最疼爱她，总是把美

味的豆腐留给她吃，豆腐里藏着太爷

爷的爱。班主任“学科+德育”的课程

优化，通过班本化、创意性的教学实

践，增强了统一课程与学生的适应

性，缩短了学科知识与儿童生活之间

的距离，助力学校课程达成“儿童与

知识、社会”的完美建构。

趣味农耕课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为了让孩子明白耕作的辛苦，吃到有机蔬菜，学校给每个班划分了一块地，孩子可以栽种自己喜欢的蔬菜瓜果。

我班地里栽种了青椒、豇豆和西瓜。部分青椒已经成熟时，我和班里的孩子趁着午间去采摘。快到菜地了，他们突然停住脚步做出保持安静

的手势，一本正经地说：“西瓜在睡午觉，不能吵，吵醒了就长不大了。”

采摘青椒的孩子像寻宝一样在地里挑选着成熟的青椒，看着他们小心翼翼的样子，我知道那被他们举在手上的不仅是青椒，而且是他们精心

呵护、视若生命的珍宝。 （四川省遂宁市遂州外国语小学校 敬露洋/图文）

班歌是班级“软文化”建设的一

部分，是班级文化的精神载体。好

的班歌能弘扬班级精神、展现班级

风貌，提升班级文化内涵。如何借

助班歌促进班级文化认同，增强班

级凝聚力？

班歌创作是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

班歌创作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

位，调动学生自主参与班歌创作的积

极性。新学期伊始，我放手让学生开

展班歌创作，大家争相推荐自己喜欢

的歌曲，最后全班投票确定按照《真心

英雄》的曲谱填词。这一过程激发了

学生的班级意识、创新意识，更增强了

大家对班歌的情感认同。

班歌歌词是学生共同体验的升华

歌词是班歌育人的根本保障，是

体现育人效果的重要因素。内容空

洞、缺乏教育意义的歌词，育人效果会

大打折扣。

我班将《真心英雄》的第一句歌词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

让你忘了所有的痛”改为“在我心中，

始终有一个梦，刻苦学习立志报效国

家的梦”。这样，班级成员的学习目的

就不只是为了自己或班级，而是把个

人价值的实现有机融合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强国梦之中。

歌词是学生共同体验的升华，是

班级全体成员思想交流、观点碰撞出

的火花，是班级精神的体现。

班歌传唱融入学生生活

犹如盐要溶入汤中才能被吸收一

样，班歌也要融入学生生活才具有生

命力。首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唱班

歌，每天的早操和大课间、每周的班会

都唱班歌，班歌唱出了庄严的仪式感

和精气神。其次，我们在重要节日、纪

念日等重要时刻唱班歌。例如，运动

会上，伴随运动员奋力拼搏的是全班

学生齐唱班歌的声音，这是我班的“软

实力”。再次，在班级面临某些问题时

唱班歌。临近中考的前一个月，是学

生思想包袱最沉重的一段时间，尤其

是学困生，当他们的进取心屡屡受挫

后，烦躁、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就明

显表现出来。这时，我用班歌对学生

进行心理疏导，提升他们的抗压能力。

另外，我也用班歌约束学生的行

为。个别学生犯错误时，我要求他当

着全班同学的面唱班歌，引导他以班

歌为镜，观照自身言行，将班歌内化成

自己的精神品质，潜移默化的影响往

往比空洞的说教更深入人心。

班歌应在发展中升级

班级文化是伴随班级发展不断积

淀的结果，并随着班级的发展不断丰

富。而作为班级文化重要载体的班

歌，往往产生于班级组建初期，明显不

能充分表现班级精神。因此，我们既

要保留、彰显班歌的精华内容，又要不

断总结提炼班歌的新内涵。实践证

明，升级版的班歌更能体现班级精神，

更有感召力，更能激励学生奋发向上，

实现全面发展。比如，我班英语平均

成绩获得全年级第一后，我将原班歌

中的“用我们的汗水，换来荣誉成果，

从此挺直你的身躯满脸笑容”改为“用

我们的汗水，换来英语第一，从此各科

齐飞要与英语比高”，这样班级的学习

目标更具体了。班级整体目标进一步

激励着学生个体行为，比、学、赶、帮、

超的班风日渐浓厚。一位女生在日记

中写道：“我有时作业没写完就昏昏欲

睡，真想睡觉。可我不能给班级拖后

腿……不知怎的，当哼着班歌时就有

一股力量驱使我坚持将作业做好。”

从创编到传唱再到内化为精神

品质，班歌激发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和归属感，增进了班级文化认同。班

歌将班级文化植根于每个学生的心

灵深处。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天水市逸夫

实验中学）

班歌就是力量
□靳玉平

一班一世界

“大卫”在我班
□唐相唤

我和你

学校开设烹饪课，希望孩子

从中体验到劳动的乐趣，增长劳

动技能。烹饪课上，学生要动用

真刀真火，教学现场如果只有烹

饪老师和我这个班主任，存在安

全隐患。因此，我招募6名家长志

愿者帮忙。

谁知这些家长志愿者一进烹

饪教室就忘记了我的话，变协助

指 导 为 直 接 上 手 代 替 孩 子 操

作。家长烧好菜端给孩子吃，这

就导致烹饪课失去了应有的意

义，孩子只是听烹饪老师介绍如

何做某道菜，自己动手烹饪的机

会生生被家长剥夺了。

课后，我决定在家长群里发

布活动通知：

为了更好地进行劳动教育，

从本周开始，我班开展“每周学一

道菜”的活动。由孩子选择一道

菜，独立进行购买、清洗、切、炒等

工序的操作，家长在旁指导。每

个环节拍下照片，上传到班级

群。学期结束进行活动总结，评

选出“厨神”并颁发奖状。

真诚希望家长全力配合，帮

助孩子掌握烹饪技能。

想到烹饪课上的情景，我怀

着忐忑的心情发出了通知。令

我高兴的是家长一致赞成。于

是，我班周末作业中多了一项

“学做菜”。

每个周末，孩子都在家长的指

导下买菜、择菜、洗菜、烧菜，周一班

会进行分享。从孩子的分享感言

中，我看到了他们满满的收获。

做事大大咧咧的李浩通过学

做“红烧排骨”悟出了一个道理：

只有重视细节才能烹饪出美味

佳肴，做菜如此，做其他事情也

是如此。

做事一向不讲章法的张静通

过学做“素什锦”，明白了只有按

照正确的顺序依次在锅中放入不

同的蔬菜，才能烧出口感好的

菜。由此及彼，张静说自己的学

习也要好好计划，提高效率。

而我也会为孩子做点评：苏

晓的红烧大虾卖相好，很有“舌

尖”的风采；王靖的菜食材搭配

不错，营养均衡；朱杭很擅长用

烤箱做菜，从鸡翅到银丝肉卷，

诱人味蕾。

原本初一刚入学时孩子彼此

还不熟悉，“每周学一道菜”活动

一下子让他们有了话题，课间变

得热闹起来。烹饪经验分享渐渐

由课堂延伸到课后，孩子之间由

此慢慢变得熟悉起来。我甚至发

现住在一个小区的孩子经常相约

周末一起去菜场买菜，一起品尝

菜肴。

家长的反馈也很让人高兴。

小文妈妈发微信说，因为刚进入

新环境，小文一开始很不适应，而

家长对此又无计可施，想多说几

句，孩子就关上房门不予理睬，只

能干着急。“每周学一道菜”活动

使亲子之间有了话题，看着孩子

的情绪日渐好转，家长也放了心。

孩子在“每周学一道菜”活动

中不但体验到了劳动的快乐、增

长了本领，还融洽了同学关系、增

进了友谊。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昆山市

娄江实验学校）

□方 莼

我秀我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