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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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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价成就学生自我发展
□赵 霞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起点是建立优质的自我关系。小学是引导孩子建立自我关系的关键期，班主任要引导孩子认识自己、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本

文作者赵霞老师以自我评价为抓手，引导学生不断走向自我认同、自我完善。

在班级管理中，评价是班主任的

日常工作。现行评价侧重于学生的学

业成绩和言行表现，评价主体是教师，

学校和班级的各类评价多是项目统

一、形式单一，对学生缺乏吸引力，往

往也达不到预期效果。

小学阶段，低年级学生比较在意

老师的评价，一个大拇指、一朵小红

花就能让他们开心不已。可是到了

中高年级，学生对这种浅表层面的评

价渐渐失去了热情，他们认为评价是

老师的事，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就

算对评价结果有意见，他们也只是被

动接受。如果让学生自己评价自己，

多数学生又不知道怎样做，因为接受

他人评价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思维。

鉴于评价存在的这些问题，我另

辟蹊径，从被评价者也就是从学生主

体出发设计评价，让学生自己评价自

己，以此打破评价瓶颈。

自我评价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形

式，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年级的升

高，学生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发展，

逐渐能够对自我行为进行判断和调

节。学生参与评价的过程，也是自我

学习、自我反思和自我教育的过程。

如何引导学生开展自我评价？

制定评价标准
培养自主意识

我在班级实行全面自主化常规

管理实验，创建自主管理的班级文

化，为开展学生自我评价实践做好充

分的前期准备工作。如下图所示：

班级自主文化创建推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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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定自我评价的标准？以

语文自主学习评价标准为例。教师

可以根据教学大纲和本班学生的实

际学习情况，梳理出班级学科自主学

习的基本要求和评价标准。在此基

础上，教师根据本班学生情况自行增

设相应的评价标准，引导学生从学习

效果、态度、方法、能力和创新等方面

进行多元自主评价，努力促进学生在

原有的基础上取得进步、获得成长。

我设置了（小学中高年级）语文

自主学习评价标准设计参考表（见表

1），学生对照此标准，在完成学习任

务后，根据自己学习的实际情况自

评，奖励“自主星”。小学阶段均可采

用学生自己在课本或作业本上直接

画星的方式完成自我评价。比如表1

中自主预习有六项要求，全部完成即

可得到六颗星，其他评价内容的自评

方法以此类推。

制定标准的时候，教师要注意

了解学生的发展需求，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评价内容的设置除了各

科知识的掌握情况外，需要关注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极的

学习态度、良好的学习习惯、扎实的

学习能力、多元的学习方法、创新的

实践能力、敏锐的分析解决问题能

力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让学

生真正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做

事、学会做人。

教师在对评价标准进行开放性

设 置 时 ，应 根 据 年 段 不 同 有 所 侧

重。评价标准的呈现形式要多元

化，可以是表格的形式，也可以是其

他形式，如班级公约、好习惯存折、

班级自主管理歌、学习三字经等，力

求实效性与趣味性融合，贴近学生

的心理特点。

创新评价方式
探索趣味方法

自我评价激发兴趣是关键，创

新评价方式是途径，促进自我发展

是目的。如何实现学生有效的自我

评价？在评价的具体实施中，自我

观察记录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

如果教师是观察者，学生是被观察

者，教师观察学生，学生会尽量把自

己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往往带有一

定的功利性。如何让学生主动展示

最真实的自我？如何让学生观察自

己，主动、全面、客观地看见自己？

我进行了以下三种不同的趣味性自

我评价的尝试。

•荣誉本——成长收获，我记录

“荣誉本”类似于微型的个人成

长记录袋，但是摒弃了成长记录袋周

期长且不易操作的弊端，成为帮助学

生高效开展日常自评的工具。学生

自由挑选喜欢的笔记本作为“荣誉

本”，自主记录在校获得的“荣誉”：各

科教师的表扬、奖励、口头表扬等。

学生自己决定记录的方式，可写可画

可贴，每周统计所获“荣誉”并上报。

班主任每月定期举行“荣誉本”交流

展示评比活动，不仅表扬学生获得的

荣誉，更鼓励学生自己开发有创意的

记录方法。

学生的成长是基于“自我”看见

和认同，良好的自我关系是学生建立

公共关系的基础。“荣誉本”让学生反

复看见自己，强化了学生的自我认同

感。有了这样的认知，班主任的评价

才能真正激发学生探索自我成长的

动力，培育他们内在的积极力量。通

过“荣誉本”，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看见

学生，对学生作出积极的评价；学生

能够看见自我、认同自我，并有意识

地积极主动发展自我。这样的自我

评价才深入有效，有助于建立积极的

师生关系、生生关系，让教育教学工

作事半功倍。

•自评本——自我评价，我设计

“荣誉本”是为了激发学生对自

我评价的兴趣，是自我评价初级阶

段的载体，其局限性显而易见——

学生的日常表现不只有闪光点。我

的做法是把“荣誉本”升级为“自评

本”。“自评本”即自我评价本，是“荣

誉本”的升级版，是对学生的日常学

习生活进行更全面客观评价的平

台。“自评本”的记录方式是每日一

记，对照班级一日常规的标准操作，

评价原则是实事求是，真实记录自

己在校全方位的表现，包括优缺点

和需要自我改进之处。

“自评本”鼓励学生用趣味创意的

方式记录生活，以轻松愉悦的氛围开

启全面自我认知的大门，持续主动记

录自己每天的所学所思所得，促进一

日三省，向着自己理想的方向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我班学生发明了

个性化记录符号。学生选择的趣味符

号包括各类网络表情符号、生活简笔

画、自己设计的个性化表情等。这种

个性化的记录方式深受学生喜爱。还

有学生创设“赵老师语录”，在“自评

本”上记录我的只言片语，这些创新极

具推广和参考价值。

•改正单——缺点不足，我改正

“改正单”即自我改正单，是自我

评价的最后环节，是对自我评价结果

的反馈。我采用六步法自主改正单，

分别从自我归因、方法措施、时间规

划、过程关注、星级评价、见证期待几

个维度进行设计，达到教会学生自我

反思、自我分析和自我评价的目的。

这个目的不是为了与他人进行对比，

而是重在向内关照自身，是一种自我

激励、自我发展、自我促进的方式。

学生通过自我反观，推动自我认知，

从而促进自我成长。

“我相信，我能行”六步法自主改

正单（见表2）的设计着眼于学生的成

长需求，关注自我改正的全过程，教

会学生寻找适合自己的改进方法和

策略。一生一单，单单不同，通过这

种个性化的改正方式促进学生在原

有基础上不断进步。

“改正单”有别于检讨书，检讨书

是让学生被动改错，而“改正单”则是

引导学生主动改进，其核心目标是

“改进”，帮助学生学会深度自我反

观，自己与自己比、自己战胜自己。

创意评价活动
自主收获成长

在构建班级自我评价体系的过

程中，师生自主交流多合作、积极

评价同成长。班级创意评价微活动

则是其发展过程中自然创生出来的

成果，大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设

计活动：

班级评选类

学习之星评选、记录之星评选、

创意之星评选、进步之星评选

……

交流展示类

自评好习惯—我晒我的学习成果

荣誉的记录—我听我的成长轨迹

创意的设计—我秀我的封面设计

不足的改正—我讲我的真实进步

……

设计大赛类

创意个性化记录符号设计大赛

“自评本”封面设计大赛

特色组牌设计大赛

自主奖章设计大赛

……

创意评价活动讲究一个“微”字，

评价微活动追求时间短、易操作、形式

多、创意优，依然以学生为主体开展。

班主任作为活动的指导者，只需要提

出总体要求和建议，比如告知学生按

“讨论—设计—展示”的基本流程开展

即可，要放开手让学生主动参与、自由

发挥、踊跃展示、自主评价。

班级创意评价微活动的开展，

增加了自我评价的趣味性。在“自

评本”封面设计大赛中，我班学生在

小组长的带领下积极讨论，半节课

就确定了个性化的名字。而且他们

的创新意识很强，七个小组取的名

称各具特色，有辉煌成就本、语录加

分本、极限突破本等。当每个组的

组长在黑板上写下他们自己取的名

字时，学生的脸上洋溢着快乐、骄傲

与自豪。“自评本”让自评变得有意

思，让学生的个性得到发展。而“自

评本”个性化封面设计的成果展示

评选，更激发了学生进行自我评价

的积极性，他们争先恐后介绍自己

的创意，从中获得了成功的体验。

回顾整个创意评价活动的设计

过程，其规律性的基本流程是：定标

准——自主评——自主改。学生正

是在这种循环往复的自我评价中，不

断认识自我，修正行为，获得发展。

如下图所示：

自我评价促进学生发展循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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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班级自我评价的探索实践，

我有以下三点思考与启示。

自评：学生不可或缺的镜子

如果把自我评价看作是一面镜

子，其评价过程中的定标准就是找镜

子，自主查便是照镜子，自主改必然

是擦镜子。古人说“以人为镜，可以

明得失”，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以己为

镜可以知对错、改不足、促发展。

自我评价就是这样一面学生不

可或缺的特别的镜子。

寻求：自评可以持续发展的方式

评 价 方 式 往 往 是 阶 段 性 有 效

的，需要时常更新、时常调整，与时

俱进。评价是动态发展的，自评更

是如此，如何实现自我评价的可持

续性发展，是我下一步深入研究的

问题。

发挥：自评更有价值的育人功能

自我评价不仅是一种有效的评

价方式，更是一项有价值的学习内

容。班主任不仅要教会学生自我评

价，还要告知学生为什么进行自我

评价，更深层的学习是教会学生如

何设计自我评价，这是比自我评价

本身更有意义的学习，也是班主任

面临的挑战。

自我评价重在自我认知。实践

证明，促进学生成长的有效评价，往

往是由学生自己创造的。在实践中

我们要极大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尊

重、调动和促成学生的高质量参与。

注意在操作中多思多想，抓住教育契

机，在班级营造欣赏型的师生评价氛

围，让学生敢自评、会自评、爱自评，

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一面镜子，让自己

真正成为自己，从而实现自我评价更

高层面的育人功能。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松坪学校小学部）

（小学中高年级）语文自主学习评价标准

评级内容

课文预习

家庭作业
作业订正
诵读背诵
作文修改
……□

学习要求

自读课文□
标自然段□
圈读生字□
自学生字□
自主思考□
查阅资料□

……□

评价标准

一【读】通顺准确 □
二【标】自然段 □
三【圈】生字词读3遍 □
四【学】注音组词 □
五【思】词句意及体会 □
六【查】作者及写作背景 □

……□

学习效果

☆□
☆□
☆□
☆□
☆□
☆□

……□

学习态度

……□

……□

学习习惯
学习方法
学习能力
创新意识

……

表1

“我相信，我能行”六步法自主改正单
×××同学 ：我会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找一找：错在哪？

想一想：如何改？

（方法和措施）

算一算：需要多长时间？

记一记：有效果吗？

（效果及过程）

评一评：我进步了！

我能得到几颗星？

写一写：请老师和家长

写寄语，评价我的进步

表现。

建议：主动求助同学、老师和家长的帮忙……

我计划 月 日到 月 日实施改

正计划，预计一共 天。

★有进步的地方：

★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我对自己的进步评价（满分是五星，请用红笔

涂色）

进步之星☆☆☆☆☆

★老师寄语（签字）：

★家长寄语（签字）：

★我对自己说（签字）：

记录我的进步日期：

表2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张红展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秘，让

所有的难题成了乐趣……”每当听

到这熟悉的旋律，我的思绪就飞回

到40年前，仿佛看到我的李老师正

伴着歌声走向讲台。

李 老 师 是 我 初 中 时 的 班 主

任。她个子不高，梳着两条短辫，

身穿绿军装，看起来十分普通。

第一节课，李老师在黑板上利

落地画出标准的四线格，板书了26

个美丽又活泼的英文字母。

“原来英文这么漂亮！”全班同

学都被李老师漂亮的板书吸引了，

听起课来聚精会神。短短一节课，

李老师让我们在轻松活泼的气氛

中认识了这门陌生的语言并且喜

爱上了它。课后，李老师还给我们

讲了大学里的人和事。那些话在

我内心埋下了理想的种子：我要学

好英语，我要考上大学，我要像李

老师一样当一名英语教师。

从教 30 年，我能感受到李老

师的精业、敬业精神对自己的影

响。她对教学的态度，用当时的标

准称作“严”。现在想来，那是令人

敬 佩 的 责 任 感 ，她 不 仅 对 学 生

“严”，对自己更“严”。课余时间，

我们总能看到她对着录音机听、

读、录，再听、再读、再录……那个

年代，大学生在农村学校从教本就

凤毛麟角，即使发音不标准也根本

没人听得出来。可是，李老师为了

让我们的读音更纯正、基础更扎

实，在教学上总是精益求精。

初中生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加

之农村学生都是放养型，管理这样

的班级对一个刚毕业的女老师来

说绝非易事，但在李老师这里一切

变得那么自然、顺畅。

李老师身体力行为师之道。

她虽然年长不了我们几岁，但无微

不至地关爱我们：有学生没带水或

干粮，李老师会给他端上一杯热

水，拿上一个馒头；天冷了，李老师

会拿件衣服给衣衫单薄的学生披

上；有时，李老师还把自己的自行

车借给路远的学生……那份爱简

单却温暖。

李老师学识丰富，从她那里我

们不单学习英语，她讲的天文、地

理以及中外名人故事，让我们这些

农村孩子听得如痴如醉，对外面的

世界有了更美好的憧憬。

班上有几个“刺儿头”，但我们

看不到李老师用别样眼光、别样语

言对待他们，唯一的“特殊待遇”就

是格外关照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

“发挥”特长。久而久之，这几个

“刺儿头”在李老师面前居然像小

绵羊一样听话，眼里总放着明亮的

光。渐渐地，班上纪律好了，学风

正了，我们班也成了全校有名的优

秀班级。现在的我，还经常从李老

师管理“刺儿头”的做法中不断体

悟为师之道。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有力，你

总喜欢把我们高高举起。长大后

我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

是希望，守巢的总是你”。

忘不了李老师风趣幽默的课

堂；忘不了梧桐树下李老师和我们

谈人生、谈理想；忘不了操场上李老

师和我们并肩高喊“一二一……”

往事历历在目，我感恩在充满

幻想的花季遇到李老师。更幸运

的是，我真的成了梦想中的她！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歌

而扬之，歌而颂之，我会沿着李老

师走过的路，让美好的故事延续，

直到永远。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德州市湖

滨北路小学）

我的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