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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班主任2021年5月12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发放发放““迟到奖励券迟到奖励券””，，学生不迟到学生不迟到

班级管理是班级从群体走向集体、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必经之路。怎样的管理才能摒弃管控，实现学生的自我成长？山东省滨州市滨城
区第五中学小学部班主任田希诚在工作中积极探索，将现实生活中的智慧迁移到班级管理中来，寓教于乐，从而成就了学生的自我教育。

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田希城，山东省滨州市滨城

区第五中学小学部语文教师，班

主任。全国新教育实验先进个

人，滨州市优秀教师、滨城区首

届名班主任，著有《班级管理中

的“经济学”》一书。

与时间赛跑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良好

的习惯乃是人在其神经系统中存放

的道德资本，这个资本在不断增值，

而人在其整个一生中都享受着它的

利息。良好的习惯让人终身受益，

不好的习惯则使人遭受损失。班主

任在班级管理过程中，要着重培养

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使其为学生

的人生增值。

为 使 学 生 养 成 良 好 的 行 为 习

惯，我在班里除了运用班币激励学

生外，还发放各种奖励券，比如桌

洞卫生券、地面洁净券、图书奖励

券、言行文明券等。在各种各样的

奖励券驱动下，学生养成了良好的

卫生习惯、读书习惯以及文明行为

习惯。为使部分学生改掉课间迟到

的不良习惯，我又发明了“迟到奖

励券”。

学生因特殊情况偶尔迟到，情

有可原。可是经常迟到就会形成不

良的行为习惯，班主任有必要帮助

学生加以纠正。课间迟到的学生，

往往是上课铃响后才气喘吁吁向教

室 跑 。 课 前 没 有 把 学 习 用 品 准 备

好，进教室后才从书包里翻找出来，

再休息一会儿，这样就耽误了好几

分钟。如果课间发生的事还一直在

头脑中回放，那么还会导致其上课

无 法 集 中 注 意 力 听 讲 。 一 节 课 这

样，一天这样，一周这样，一个月也

这样，一学期还这样，学习势必受到

影响。经此分析，迟到看似小事一

桩，其实是大事一件。

起初，我的班里总有几个学生

经常迟到。这几个人只要一下课拔

腿就跑，飞奔到操场上玩耍。10 分

钟 可 以 为 下 一 节 课 做 许 多 准 备 工

作，比如上洗手间，准备下节课的学

习用品，做个简单的小游戏放松一

下，等等。但是如果要痛痛快快地

玩，10 分钟显然不够用。学生跑到

操场上，玩得十分尽兴，以至于忘记

了上课时间。听到上课铃响后再往

教室跑，为时已晚。

习惯了迟到的学生，班主任很

难通过一般的奖惩措施将其纠正过

来。为此，我专门设计了“迟到奖

励券”

迟到奖励券

你因课间贪玩，忘记上课时间，

不幸迟到了。

“奖励”你下午大课间在教室安

静读书、做作业、准备下一节课上课

的物品。

请提前进行规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完成后，请田老师检查。

损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你记住：课间要合理安排时

间，上厕所，稍微放松一下，为下一节

课做好各种准备。一定要记住，课间

是为下一节课做准备的。

“迟到奖励券”主要包括四部分

内容。第一部分是迟到的原因。虽

然迟到的学生有自己的理由，但是大

部分情况是因为贪玩导致的。第二

部分是对迟到学生的“奖励”。“奖励”

他安静地在教室里读书、做作业、准

备下一节上课要用到的物品，还让他

自己做好课间规划。这是一种矫正

学生迟到行为的办法，也是培养学生

合理利用课间 10 分钟的措施。第三

部 分 是 反 思 迟 到 给 自 己 带 来 的 损

失。比如获得“迟到奖励券”后，课间

10 分钟不再自由了、耽误上课学习

了、挨批评了等，以后要加以避免。

第四部分是温馨提醒，告诉学生以后

该怎么做。

学生每迟到一次，我就发给他们

一张“迟到奖励券”，随后还要帮助他

们做好课间 10 分钟安排并监督执

行。首先，我让学生自主安排课间10

分钟做什么事，然后我再检查他们安

排得是否合理。习惯了下课就往外

跑的学生，起初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

么，我就手把手教他们，并指导他们

一项一项去执行。

当学生按计划完成了课间 10 分

钟要做的事情，自己能体会到由此带

来的快乐，我也会在班里隆重表扬他

们，鼓励他们按照“迟到奖励券”的要

求继续做下去。

我很少自己发放“迟到奖励券”，

而是将此事交给经常迟到的学生去

做。小林是我班迟到次数最多的一个

学生，我把发放“迟到奖励券”的任务

交给了他。为了完成任务，小林课间

就没有时间出去乱跑了。他还准备了

一个小本子，专门记录迟到同学的名

字。这件事增强了他的责任感。

在“迟到奖励券”的“奖励”下，学

生迟到的次数越来越少。荷兰哲学

家伊拉斯谟说，一个钉子挤掉另一个

钉子，习惯要由习惯来取代。当学生

养成了按时上课的习惯后，迟到的习

惯也就自然消失了。

一张小小的“迟到奖励券”，帮助课

间经常迟到的学生学会了合理利用短

短的课间10分钟，改掉了迟到的习惯。

□杨 慧

一大早，西西就来到我办公室，

不好意思地说：“老师，我得告别旧

我，重塑新我。”说着，西西递给我一

摞纸，说道：“这是旧我。”然后又递

过来一张纸：“这是新我。”他的态度

极其诚恳。

这是西西的反省书，每天一份，

每份500字左右，共30份，均有家长

签字。从字迹看，越往后越工整。

另一份“新我”，800 字左右，其间行

文想过去、看今朝，反思深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省书？话

还得从头说起。

我是中途接的西西所在这个

班，接班第一个月还算风平浪静。

一个月后，有些人就原形毕露了，

西西就是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兴风

作浪”的。

一次课上 ，我检查学生背诵

《小石潭记》。一个不会背的孩子

刚刚坐下，我正要检查下一个学生

时，西西在座位上挤眉弄眼，不断

打手势示意我叫小薇。我说：“西

西，你来背。”可是西西站起来却不

会背。我按约定让西西抄一遍课

文，没想到他把书往桌上一摔：“老

师，你不公平!小薇也不会背，你为

什么不提问她？！”我平静地说：“下

课后老师告诉你什么是公平。”

下课后西西随我到办公室，我

喝了一口水，缓缓问：“西西，你觉

得老师哪里做得不公平？”西西振

振有词道：“我是不会背，可小薇也

不会背！你凭什么只提问我，不提

问她？”我慢悠悠地问道：“依你的

意思，我应该在你的暗示下提问小

薇，她不会背，被罚抄课文，你得意

扬扬，那样就公平了？”虽然被我说

中，西西仍然噘着嘴，无论如何不

肯抄课文。

僵持不下，我让他先回去，然后

打通了西西妈妈的电话。听我说完

事件的前因后果，西西妈妈说：“王

老师，不瞒您说，这是西西的一个老

毛病。他平时也总觉得我们对哥哥

更好，偏心。所以出了这个事情，我

不感到意外。”闻听此言，我决定给

西西“治病”。

第二天，我要求西西写一份反

省书，要求说清事情原委及自己的

想法，书写工整，语句通顺。西西

交来时，我发现他写得有理有据有

思想，并不像他嘴上说的那般“胡

搅蛮缠”。于是我赞许地看了他一

眼，竖起大拇指。接着，我又指出

其中的一些问题，要求他改正后拿

回家，请家长签字。西西一走，我

立刻给他妈妈打电话，请她认真阅

读西西写的反省书并进行鼓励，然

后郑重签名。

第三天，我又把西西叫到办公

室：“西西，你的反省书有叙事有反

思，老师发现你有写作天赋，很欣赏

你。你以后每天反省一下自己，一

个月为限。总结自己哪些地方做得

好，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应如何改

进，这样你会看清自己，我也会给你

一些建议。”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每天坚

持这样做，我的评语以鼓励为主，同

时指出他的不足。西西的课堂表现

好多了，西西妈妈也说他在家里不

再总说父母偏心，怨气也少了，能听

进大人的话了。

我趁热打铁，给西西提出了更

高要求，西西也努力去做。等到最

后一份反省书交来的时候，我让西

西把所有反省书整理一下，并写一

份新感受，为这件事画上一个句号，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西西在一篇作文里写道：“看着

眼前厚厚一摞反省书我感慨万千，

自己竟然有这样惊人的毅力每天进

行反省，我也佩服可爱的班主任，每

天耐心看我的反省书。我会记住并

且不断鞭策自己进步。”

西西的“新我”正在慢慢浮现。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新乡市第

二中学）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

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

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

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

返呢？”听着学生朗读朱自清的散文

《匆匆》，我内心感慨不已。什么时

候学生能把习得的道理践行于自己

的生活呢？

我班学生时间观念不强，做事

总是拖拖拉拉，今天的事总要拖到

明天去做。借此机会，我决定召开

一次班会，帮助学生认识时间的重

要性，养成珍惜时间的好习惯。

倾听时间的脚步声。我在大屏

幕上展示日晷、沙漏、机械座钟、电

子表等计时工具，并利用视频播放

它们的工作原理。日晷根据日影投

射的位置确定时间，学生对这个陌

生的古代计时工具感到新奇，认真

观察着。当视频里出现沙漏时，只

见细细的沙子顺着瓶颈流到下面，

声音极微弱，此时教室里越来越安

静。最后视频里出现钟表，滴答滴

答的声音在静静的教室里回荡，学

生屏住呼吸，倾听时间的脚步声。

视频播放结束，学生兴奋地畅

谈刚刚的观看感受：“我从来没有用

心感受过时间”“看似无影无形的时

间其实是有影有形有声的”“我觉得

时间的脚步匆匆，瞬间就从我们身

边溜走了”。学生的交流正不断地

向我希望的方向迈进。

感受时间的性格。形象化是

小学生思维的特点，要想引导学生

认识时间进而珍惜时间，就要按照

他们的思维方式推进。我展示了

一组漫画，里面有公正威严的法

官，有淘气顽皮的儿童。这些形象

是否代表了时间的性格？在你的

心中时间是什么形象？学生思考

着，很快得出答案：时间是公正的，

给 每 个 人 的 每 一 分 钟 都 是 相 等

的。时间有时是顽皮的、爱捉弄人

的，你盼时间过得快些，时间却总

是慢下脚步，你盼时间过得慢些，

时间却又脚步匆匆。时间有时又

是残酷的、一去不复返的。时间的

这些特性，通过形象的展示，让学

生更清楚地认识到其宝贵。

感悟时间的价值。这是引导

学生思考自己是否充分利用时间

的关键。小学阶段的孩子思考问

题缺少深度，我用情景再现的方法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我分

别再现了生活中常见的几个情景：

课间与同学聊天耽误了去卫生间；

放学路上不及时回家害得家长着

急；老师在周六日布置了作文，自

己写一会玩一会，一篇作文竟然写

了一天。面对这些问题，有的学生

低下了头，有的羞涩地笑了，他们

从中看到了自己。由此，我引导学

生再想想类似的问题。有学生提

到打游戏会浪费大量时间。这种

自我反省非常难得，是学生懂得珍

惜时间的前奏。

从情景再现到自我反思是起

步，下一步是从自我反思到寻找办

法。我们应该怎样牢牢抓住时间？

学生在小组讨论中说：“我们做事要

有计划，这样就能在一定时间内完

成任务，不拖延”“我们要善于抓住

零散的时间，充分利用”“我们要安

排好休闲娱乐和学习时间，让自己

过得充实快乐”。

时间有自己的脉搏，我们唯有

加快脚步，才能跑赢时间。我们在

与时间竞赛时要自信、更要自律。

一次班会不一定能从根本上改变什

么，但我相信通过这次班会能引发

学生对时间的思考，这是教育的第

一步。

（作者单位系天津市河东区二

号桥小学）

“那不是你们班赵丽的家长吗？

感觉她在有意躲着你。”与我同行的何

老师说。

“我也感觉到了，前几天在路上也

是这样。”我纳闷道，“不过也无所谓，为

什么家长见到老师一定要打招呼呢？”

“家长对你态度变了，说明对你有

意见。赵丽现在怎么样？这孩子可当

过我的班长。”

何老师的话提醒了我，她带这个

班时赵丽是班长，我接班后两个月换

了班长。莫非……

第二天，我从另一位学生家长那里

间接了解到，赵丽的家长认为我“偏心”，

我当班主任后，赵丽就不是班长了。

结合赵丽的课堂表现、学习成绩下

滑等实情，我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

决定家访。事情果真像何老师及那位

家长所言，赵丽的家长对孩子没当上班

长一事无法释怀。

我坦诚地向家长介绍了班长产生的

过程及自己的想法：小学低年级孩子小，

班长等班干部主要由班主任指定。到了

中高年级，孩子有了自主管理意识及能

力，班长就不再由班主任指定，而是通过

民主投票选举产生。这样有利于培养孩

子的民主意识。赵丽在选举时以一票之

差未能胜出是很遗憾，但这也正是孩子

找不足、求进步的开始。之后，我又肯定

了赵丽的优点，同时指出她落选后情绪

波动较大，尤其发言不如以前积极，成绩

也有所下滑等问题，并说了自己对此事

的看法：小孩子上进心强是好事，但要正

确对待荣誉及挫折，小时候受点“挫折”

并非坏事，事事顺利也不一定是好事。

只有胜不骄、败不馁的人将来才能更好

地完善自我、适应社会。

自那次家访后，赵丽的家长又和

以前一样老远就同我打招呼，赵丽上

课时也高高举起小手积极发言。

良好的家校关系对学生的成长会

产生积极影响，而这种良好关系的培

养，往往需要班主任从细节做起。否

则，不起眼的小事也会使家校双方产生

隔阂，不及时消除就会影响学生的情

绪。就像文中赵丽的家长，如果我不及

时“望闻问切”发现并解决问题，也许家

长就不仅是“避之”而是“旋走”，赵丽也

许不仅是发言不积极而是破罐破摔，甚

至会有一批学生及家长受到影响。

班主任要善于观察学生及家长的

变化，聆听他们的意见尤其是逆耳之

言，抱着积极心态处理问题，相信隔阂

会消除在“腠理”。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丹江口市太

山庙小学）

“望闻问切”除隔阂
□姚建国

家校彩虹

西西的反省书
□王建英

创意班队会

我和你

如何美化且有效利用教室外墙

玻璃窗之间的“荒芜之地”？我们

高二（2）班将之改造成展示师生风

采的照片墙。

学生用深绿浅绿两色卡纸拼接

而成的底板，不仅给人以视觉冲

击，而且散发出勃勃生机。

彩纸上张贴班级近期活动的照

片和本班教师的漫画头像，边上配

以幽默风趣的旁白。几根简单的麻

绳串联起一个个小绒球，名言警句

也用夹子悬挂于麻绳上。为整个视

窗注入灵魂的是居中的班级口号

“赤子之心，乘风破浪”。

布置教室外照片墙，培养了学

生的协作精神和动手能力，同时也

展现了班级团结进取的风貌。

（广东省信宜市信宜中学 谢海波/图文）

照片墙

我秀我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