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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班主任的建议

周刊班主任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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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字当头

爱伴左右
□周梦鹤

刚参加工作第一年，我就

担任了班主任。当时，自己对

班主任工作的理解并不深，只

知道尽心尽力对学生好。每天

守在学生身边，做好各种服务，

笨拙地表达着无微不至的关怀

喜爱之情。我和学生很快成了

朋友，他们愿意听我的话，愿意

按照我的要求完成各项任务。

但是几个月后，当我们彼此更

加熟悉时，学生就把我的关爱

当成了理所当然，违纪情况渐

多。我开始疲于处理各种班级

矛盾，每天跟打仗一样。虽然

很辛苦，但班级管理混乱的问

题依然存在。于学生而言，我

像个大孩子、小保姆、玩伴，唯

独不是治班有方的班主任。

一天，学生王静私信我：“老

师您太温柔了，但您这样是管不

好班的”“老师，我第一眼见您的

时候就知道您是新班主任，很担

心您，您可以学习一下 XX 老师

的气场和方法”。当时，我百感

交集，如果自己的管理一直不得

法，对我的学生不公平。

我开始反思，这种对学生

无原则的好并不是真好，只有

恩威并重，班级才会形成良好

的 班 风 。 我 参 加 了 班 主 任 培

训，逐渐摸索出一套适用的管

理模式即“爱与制度结合型”班

级管理模式。

再接新班时，我拒绝成为

“保姆型”班主任，坚持严字当

头、爱在其中，注重依靠制度管

理班级。一是制定班干部竞聘

制度，充分调动班干部的积极

性，班干部处理不了的问题，我

再给予妥善处理。二是定期进

行班干部培训，要求他们写周

记，不断总结提升。三是出台

班级德育管理办法，用一张表

格量化汇总每个学生一周的考

勤、作业、纪律、卫生等表现，每

周表彰有进步和特别优异的学

生，关注不稳定或长期落后的

学生。终于，我可以从全局关

注每个学生的变化，敏锐地抓

住教育契机走进他们的心里，

播种下积极向上的种子，全力

助力他们成长。

令我惊喜的是，实行这种班

级管理模式以后，班级稳定了，

每个学生都更尽心尽力守护这

个集体。每一次班集体活动，学

生都竭力争取班级荣誉，注重维

护班级形象。每天都有学生主

动向我问好，表达对我的信赖和

喜爱。学生赵婧在作文里写道：

“周老师对我们很好，但是也特

别有原则，关键问题绝不退让，

让我感觉很温暖很安心。”他们

可以感受到班级这个大家庭的

温暖，感受到有原则的爱，这是

对我工作最好的肯定。

过分的宠溺，紧紧地守护，

我原以为这种竭尽所能、毫无保

留的爱是最好的师爱，其实走偏

了方向，存在着变爱为害的危

险。用制度管理班级，充分发挥

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营造有规

则充满爱的集体，才是我努力的

方向。我将不断探索、创新管理

模式，建设现代班集体，努力成

为学生的引路人。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实验中学）

创建优秀班集体是每个班主任的

追求。带班，我特别注重创建美好的

氛围与环境，打造创新教育场，为孩子

的幸福成长奠基。

班级文化重熏陶

“文以饰行，化而塑心”，培养学生

良好的品格和性情，班级文化建设不

可小视。班级的文化因子会伴随学生

从学校走向社会，对其一生产生重要

影响。

2017 年暑假，我开始思考接手新

班要如何营造班级文化，我将把学生带

向何方？教育应该是倾听孩子的声音，

帮助他们现在成为幸福的小孩，将来成

为幸福的大人。基于此目标，我做了三

件事。

•创设温馨的班级环境

孩子刚进入小学，一切都是崭新而

陌生的。怎样把教室建成孩子心灵的

栖息地，便于他们温暖、安全地在这里

生活学习？我在教室墙壁的展板上抄

写了一首自己改编的小诗：

我要生长
世界真大，都不一样。

小猫爬树，小鸟飞翔。

大熊抓鱼，蜘蛛结网。

……

小小种子，破土发芽。

努力读书，心灯点亮。

天地之间，我要生长。

小学是人生的基础，一年级是小

学的基础。在前行的路上，孩子会遇

上种种挫折，我要做的是创设温馨的

班级环境，给予孩子全然的接纳与支

持，尊重孩子的天赋秉性。

•制定幸福班级公约

美国明星教师克拉克的55条班级

公约深深影响了我。班级公约不是束

缚，而是一份承载着希望和梦想的约

定。孩子学习了拼音，会写字后，我给

孩子念了克拉克的班级公约，与他们交

流什么是班级公约。令人惊喜的是，孩

子在我的指引下，协商、制定了自己的

班级公约：与书成为好朋友；谅解他人

无心的过错；乐意为他人鼓掌；积极主

动为集体服务；教室里不喧哗……

这些公约有规则的渗透，有习惯

的培养，有文明礼仪的要求，更有良好

性情的熏陶。

我们给班级取名为“星辰教室”，

孩子在这间教室里开心吃饭，安静阅

读，有序打扫，认真学习，自由成长

……当遵守秩序变成一种习惯，当习

惯形成制度刻到了孩子的头脑里，制

度就成了独特的班级文化。

•“心语心愿”筑梦未来

儿童心理学家认为，梦想是孩子

自我形象的理想化。鼓励孩子追梦，

孩子就会产生强劲的内驱力，主动想

办法面对、克服各种困难。

在教室的另一面墙壁上，我设计

了“心语心愿筑梦未来”板块，让孩子

在爱心卡片上写下自己的心愿。51个

孩子稚嫩地表达着对他人、对集体的

关心与热爱。

教育更多的是熏陶，是润物无声的

文化浸润。一个班级一旦形成了自己的

文化，不仅可以解决许多学生的个体问

题，班级也可以从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对

学生的成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班级活动助成长

班级活动是育人的有效途径，每

个孩子的成长都离不开丰富多彩的活

动支持。

•让学生在劳动中成长

开学第一天，我就将“劳动”纳入家

庭作业，孩子在做家务的过程中养成了

爱劳动、自食其力的良好习惯，孩子成

了家务小能手。我们班还经常开展劳

动技能大赛，如“叠衣服”“系鞋带”“包饺

子”等，不断点燃孩子参与劳动的热情。

每一次班级的春游和秋游活动，我

们班孩子都自己买食材、做食物，展示

各种绝活。教会孩子做饭，就是教会了

孩子一生中最平凡但也最不凡的事情。

内在的成就感，是一个人做事最大

的动力来源。在教育过程中，若用成就

感驱动孩子的成长，他们会获得一种内

在的动力，自觉往好的方向发展。

班级就是一个小社会，是孩子获

得价值启蒙的场所，带着孩子开展有

趣、有意义的班级活动，可以推动个体

社会化的日趋成熟，为他们以后走上

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学生在记“疫”中成长

什么样的班级活动能让孩子充满

归属感、荣誉感、自豪感？答案是：个

性标签、特色品牌、高光时刻。班级活

动的设计与开展应紧密围绕育人这一

核心理念，带给孩子终生难忘的体验，

获得精神成长。

2020年1月23日上午10时，因突发

的新冠肺炎疫情，武汉被按下暂停键。

疫情是灾难，疫情中发生的一切也

是最鲜活的教材。我想引导孩子用心

聆听、切身感受生活这本大书，把对生

命、规则、感恩、担当等融于笔端。于

是，我与全班孩子相约同写抗疫日记，

武汉解封之日就是日记结集成册之时。

我引导孩子观察、描写身为医护

人员、志愿者、环卫工人、下沉干部、社

区工作者的爸爸妈妈如何守护武汉这

座城，援鄂医疗队等如何勇敢逆行，党

和政府如何科学决策。我和孩子用鲜

活的战“疫”日记传递伟大的抗疫精

神，给孩子最珍贵的生命教育、感恩教

育、责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柯颖在爸爸、奶奶都被确诊住进

不同的医院治疗后仿佛一夜之间长大

了，她用深情的笔把对亲人的担忧和

思念写进了一篇篇日记里。

殷熙喆的父母都是医生，2020 年

1 月 19 日他被送回鄂城老家，他用文

字记录了自己与父母分别 80 多天的

心路历程。

在志愿者家长的影响下，我们班

刘仁锦成了武汉市年龄最小的购物团

团长。他每天接听孤寡老人的需求电

话并登记好，再由志愿者妈妈购买好

物资送到老人家里。

2020 年 4 月 8 日，我们用 3600 多

篇日记、40多万字，迎接武汉这座英雄

城市解封！

2020年10月15日，“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抗击新冠肺炎新冠疫情展览

在武汉拉开大幕，我们的日记集《从风

之舟到春之歌》在此展出。

2020年11月2日，从《从风之舟到

春之歌》中精选的 150 篇日记编辑成

《少年记“疫”》，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

出版。《少年记“疫”》是逆行英雄的活档

案，也是国内唯一一部由孩子书写的抗

疫历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题

写书名。

在开展活动时，我们往往容易忽

视活动总结的重要作用。疫情过后，

返校当天我在开学第一课上全面深刻

地总结了活动的经验，进一步升华了

活动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引领作用。在

那节课上，我和孩子商量，把《少年记

“疫”》一书的版权无偿捐给中国下一

代基金会红烛基金。

我欣慰地看到，孩子通过记录，确

立了榜样、汲取了力量、坚定了信念，

培养了坚韧不拔、从容不迫的奋斗精

神和赤诚仁爱、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

真正做到了和我们的城市一起坚强、

一起成长。

一个能战胜各种困难、不断超越自

我的班集体会形成一种磅礴的奋进力

量，带给学生无上的荣光与自信，成为

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2020年那

个特殊的春天，我们共同感受到了坚持

的力量、团结的力量，这份感悟是孩子

最大的成长，相信他们今后也能勇敢坚

强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构建幸福家校关系

学校和家庭不仅要一致行动，要向

孩子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且要有志同道

合的信念。因此，把家长变成教育合伙

人，与家长一起成长，对班主任来说尤

其重要。

•用智慧引领家长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哈里森曾说：

“帮助儿童的最佳途径是帮助父母。”

我现在的家长多数是“80 后”，是新中

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也是被娇宠

的一代，许多家长也是没有长大的孩

子，帮助家长端正教育观念，提升幸福

家庭建设能力，成了我的另一份责任。

一年级上学期发生的一件事，我

至今记忆深刻。一天早晨，我发现萌

萌脸上带了一个清晰的巴掌印。趁没

人的时候，我悄悄问她：“谁打的？”她

说：“妈妈！”当天，我在家长群里转发

的文章是“不做大吼大叫的妈妈，我被

一只企鹅教育了”“不快乐的妈妈对家

庭的杀伤力有多大”“母亲情绪平和是

对孩子最好的教育”，这几篇文章引起

了家长的强烈共鸣，萌萌妈妈悄悄给

我发信息表示要改掉自己的坏脾气，

与孩子一起成长。

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大力

支持下，图书馆成了我历届学生和家长

的精神家园。通过阅读，家长积累了育

儿经验，改善了亲子关系，放弃了不良

的生活习惯，成了孩子的好榜样。

家长选择接纳孩子、看见孩子、倾

听孩子，教育才有温度。

•用爱心感染家长

我班小鱼，一岁时父母离异，他和

年迈的外公外婆住在武汉。在幼儿园

时，小鱼被诊断出“孤独症谱系障碍”，医

生注明孩子需要进特殊学校接受教育。

上小学后，我无条件接纳了小鱼，

也不忍让老人陪读，尽自己最大努力

探索融合教育。为了让班里的孩子理

解小鱼的不一样，包容他、接纳他、帮

助他，我给大家讲了绘本故事《世界上

最好的弟弟》《不一样也没关系》，让全

班孩子了解、认识这个世界每个人本

来就不一样，从而尽早接纳小鱼。孩

子们就在我这样的言传身教中学会了

接纳并关爱弱者，他们的行为又深深

影响了家长。现在，我班家长经常在

微信群里为小鱼的外公点赞，我们约

定一起陪着小鱼慢慢长大。

•用孩子“唤醒”家长

2019年6月，我看到朋友圈不断有

老师晒“3X时光寄语计划”活动——请

每个孩子给他们未来儿女写一封信。

我顿时眼前一亮，感觉这是一次很好

地促进孩子自我教育和家校共育的机

会。于是，我花了一节课时间让孩子

们写信，有的孩子写道“我会每天给你

读绘本，每天给你 20 分钟的玩耍时

间，我还会手把手教你劳动”，还有的

孩子写道“我不听话的时候，爸爸就用

皮鞭抽我，好疼好疼，你长大了，再调

皮我也不会打你”，字里行间都折射出

家长平时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我把

孩子的信交给了家长，我相信它能触

动家长的心弦。

第二天，我收到许多家长的回信，

反思了自己的教育方式。我利用班会

时间认真读了家长的回信，每个孩子

都听得非常认真。同样的父母，同样

的话，换个地方，换种方式，带来的效

果完全不一样。家校合作需要拓展空

间，创新方式，躬行深耕。

成功的教育离不开家长与教师的

相互信任、相互配合，在家校合作方面

我们要打开脑洞，不断创新实践，构建

切实可行的家校合作的路径方法，开启

教育的另一扇门。

如今，孩子在“星辰教室”幸福快

乐地成长着，自由自在。今年五一前

夕，我们给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捧当乡捧当中

心小学寄去了《少年记“疫”》。经历了

武汉这场疫情的孩子，亲眼看见这座

城市如何迎来新生，更懂得什么是奉

献、什么是担当。孩子认真学习着如

何寄快递，回到学校后还与同学分享

自己的感受。我希望多年以后，他们

已经长大成人，依然记得今天的经历，

主动为他人、为社会做有益的事情。

新生代新生代
班主任班主任

我与“星辰教室”的故事

2020年 11月 2日，由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钢城第十七小学 401班学生书写的 150篇抗疫日记，集结成《少年记“疫”》一书，由高等教育出
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国内唯一一部从小学生视角出发书写的抗疫历史，书中的许多细节记录感人至深，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个班级的孩
子何以在特殊时期完成这样一件伟大的事？这是班主任余婧长期教育结出的果实。

□余 婧

余婧，湖北省武汉市

青山区钢城第十七小学

语文教师，班主任。中学

高级教师，湖北省第七批

卓越班主任培训班讲师。

余婧和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