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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2021年5月26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作业拼多多作业拼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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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需要一点仪式感

“拼多多”是个购物平台，它借助

社交的力量吸引人们购物。我把这

种方式应用在了调动学生做作业的

积极性上，在班里发起了“作业拼多

多”活动。

“作业拼多多”由一位学生布置

作业，并发起作业拼团，发起者称为

“团长”。

“团长”由谁担任？怎样才能使

“作业拼多多”吸引力十足、趣味性不

减？我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形式：一是

按照学号，全班轮流当“团长”；二是用

微信小程序中的抽签助手，随机抽取

“团长”；三是班主任直接任命表现好

的学生或有进步的学生担任“团长”。

“团长”需要于当天上午把作业

写到“作业拼多多”专用纸上，利用课

余时间寻找愿意完成这项作业的同

学，推销自己布置的作业。“作业拼多

多”拼团成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

是“团长”要找到一定数量的同学做

这项作业，比如星期一的“团长”至少

找一位同学参与作业拼团，星期二的

“团长”至少找两位同学参与作业拼

团，以此类推。二是参与拼团的学生

要全部保质保量完成作业。

每天拼团的人数不同，“团长”获

得的班币也不同。星期一拼团成功的

“团长”获得 2个班币；星期二拼团成

功的“团长”获得 4个班币；星期三拼

团成功的“团长”获得 6个班币；星期

四拼团成功的“团长”获得 8个班币；

星期五拼团成功的“团长”获得 10 个

班币。拼团过程中，每超过规定人数1

人，“团长”可额外再获得1个班币。

“团长”为了激励同学参与自己发

起的作业拼团使出了浑身解数，推出

各种奖励措施，有的奖励班币，有的奖

励笔芯，有的奖励素描纸，还有的奖励

看书等。除此之外，按照规定参团的

学生不管参与星期几的拼团活动，只

要完成作业就能获得2个班币。能力

强的学生仅凭“作业拼多多”就能赚取

许多班币，有的“团长”能量满满，有时

可以动员全班同学参与他发起的作

业。“作业拼多多”带动学生争相做作

业，这种学习氛围是学生自己营造出

来的，不是班主任强逼出来的。

“拼多多”有一个“砍价免费拿”

活动，购物者把购物链接发给自己的

好友，只要好友点开链接，系统就会

随机降价，降1元、降0.6元、降0.05元

等，平添了购物乐趣。我也设计了类

似的作业活动，美其名曰“砍作业”。

我赋予每个学生不同的“砍作

业”能力。平时，认真完成作业的学

生“砍作业”能力弱，可砍掉 0.5 个班

币；作业完成不理想的学生“砍作业”

能力强，可砍掉 1个班币。这样的定

价可以促使那些作业完成不理想的

学生，为帮助自己的同学完成任务，

主动、认真做作业，进而体会到自身

价值，获得成就感。

例如，我布置了一项语文作业，定

价为10个班币，用微信小程序中的抽

签助手，随机抽取“砍作业”发起者，李

柯凡中签。李柯凡需要先上交 10 个

班币，然后再找其他同学与自己一起

完成该项作业，我们班语文作业完成

不理想的有4个学生。李柯凡为轻松

完成任务，先找到这4位同学，让他们

与自己一起完成这项作业，因此砍掉4

个班币。紧接着，李柯凡又找了12个

同学，每人帮他砍掉0.5个班币，剩余

的6个班币也被砍掉。李柯凡顺利完

成了“砍作业”的任务，上交的10个班

币全部退回。如果“砍作业”不成功，

发起者所上交班币则不予退回。

“双十一”已成了全民购物狂欢

节，每到这一天，网上购物特别火

爆。这一天，我也会在班里推出“作

业狂欢日”活动。

我在 11 月 11 日前一周，组织学

生分学科自主出题。每门学科每人

出一份试卷，上面注明出题人的姓

名，以便做题的学生做完后交给出题

人批阅。学生为了能出一道难倒其

他人的试题会查阅课本、会动脑筋思

考、会翻阅资料，甚至还会自己创编

试题。出题人不但要出题目，还要把

答案写出来。这样学生又复习了一

遍知识。

11 月 11 日这一天，我利用一节

课的时间，请他们选试题、做试题。

做完后，还可以互相探讨。

我还设计了“投诉”环节。出题人

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或者对知

识点掌握不牢等原因出现错误。做题

人发现错误后，可以写在纸上进行投

诉，写清楚这道题错在哪里、应该如何

出题。这一环节，促进了做题的学生

对知识点的进一步理解与思考。

学生在出题与做题过程中，不管

是成绩好的学生，还是成绩落后的学

生，在这一天都沉浸在一种叫“刷题”

的欢乐中。

“作业拼多多”在班里营造出一

种浓厚的学习氛围。

家校共育零距离
□杨连涛

班级叙事

家校彩虹

□苏佳慧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

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劳动教育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

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

劳动技能水平。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

高 里 街 道 中 心 学 校（简 称“ 高 里 中

学”，下辖 1 所初中及 13 所小学）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好

劳动教育，充分发挥其“助推器”功

能，不仅使劳动教育取得了丰硕成

果，而且成为实现全面育人、健康育

人的活力之源。

高里中学地处山东省潍坊市寒亭

区西部，这里的人民淳朴而善良、聪慧

而勤劳，涌现了“千古英烈”刘英、清末

状元曹鸿勋等一大批历史名人。而作

为一所敢于创新、勇于探索的学校，高

里中学结合新时代教育要求，有目的、

有计划组织开展劳动教育，让学生动

手实践，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增长才

干，努力培养更多具有正确劳动价值

观和良好劳动品质的时代新人。高里

中学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将劳动

教育与“德智体美”融合并进，以发挥

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

值。其做法和探索主要有：

一、完善课程，行思结
合，促进“以劳树德”

通过劳动教育，学生在劳动实践

中形成自主自强、勤劳俭朴、艰苦奋

斗的精神风貌，增强自信心，并培养

积极、乐观、向上的思想品质，使“劳

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的价值观根植于青少年

学生的内心深处。如高里小学利用教

学楼前数亩闲置土地建设尚真园，种

植了苹果、李子等果树及时令蔬菜，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高里小学劳动教育

实践基地；利用四周围墙和园内长廊

构建“劳动美德墙”“劳动美德长廊”，

让小学生了解古往今来的伟大劳动

者，以及他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激

发学生对劳动的热爱和对劳动者的尊

敬。高里初中则在《道德与法治》课

中设置“为我们生活服务的人”等主

题活动，借助学校围墙及装饰，分类

介绍各行业的劳动模范和时代先锋，

对劳动和劳动人民进行讴歌，培养中

学生热爱劳动、劳动光荣的思想情

感。开展劳动教育过程中，学校坚持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中小学生以

劳求“善”，努力成为有大爱、大德、大

情怀的人。

二、身体力行，手脑并
用，实现“以劳增智”

与一般动物不同，人的劳动具有主

观能动性，是智力与体力的结合。实施

劳动教育既可以使学生强健体魄，又可

以促使对课堂、书本理论知识的深化，达

到“知行合一”，促进智力发展，实现以劳

增智，即“野蛮其身体，文明其思想”。

劳动是手脑并用的活动，大脑皮层

在劳动中得到充分运动和发展，从而得

到强化，巩固了知识，发展了智力和智

慧。为体现“以劳增智”的教学目的，学

校在语文、数学、历史等各学科教学中

特别强调并关注与劳动教育的结合点，

以实践为特色开展课堂教学和文化科

学习。如立足当地传统农耕特色，结合

耕读文化，让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大棚

果园，或参观农具展馆，亲身感悟，了解

农作物的特征；通过竞聘劳动实践基地

小解说、禹王湿地小导游等，提高学生

的学习、阅读、表达、思考、观察能力，从

而拓宽视野，加强认知。

三、“量体裁衣”，动静齐
驱，追求“以劳育美”

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劳动教育是

一切教育的基础，而美育则是整个教

育的最高境界。马克思说“劳动创造

美”，无论生活中的美食、大自然的美

景、美轮美奂的建筑以及生动美妙的

艺术作品，甚至是那些浑然天成、巧夺

天工的自然景观，无不深深打下劳动

的烙印。可以说，劳动是最能体现人

的本质和审美精神的实践活动。

高里中学立足自身实际，在落实劳

动教育过程中以“劳动育美”为教学追

求，有目的、分层次、多角度推进课堂教

学，劳动教育与审美教育的紧密结合，

成为其教学特色。如东南孙小学在美

术课教学中围绕“柳编”主题，引导学生

了解南孙柳编的历史、制作方法和工

艺，组织到柳编艺人家中参观学习，进

行现场制作与绘画。学生在参与体验

中增强对生活的观察力，提升了审美素

养。由此可见，劳动教育是学生审美教

育的重要载体，可以促进人的本性、自

由及审美追求，实现“以劳育美”。

当然，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既要有“泥

土”，更需要“破土”，承载了新的使命和

诉求。广大学校在实施劳动教育时应坚

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拓创新，多措并

举，最大限度彰显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

价值，使之成为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育

人的助推器，从而开启学校教育的活力

之源，加快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进程。

寒亭区高里街道中心学校

发挥劳动教育助推器功能，让全面育人活力满满
□郭春芳 程丽娟

学校每周一次的“榜样班级”评

选活动，我们班常常因为卫生扣分而

错失奖励。“教育即生活”，我开始思

考怎样从搞好班级卫生这件小事抓

起，帮助孩子树立劳动意识，培养劳

动能力。

打扫工具的仪式感。“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一件得心应手的

打扫工具能让劳动过程充满快乐。

我给每个孩子买了迷你扫帚和簸箕，

并在这些小簸箕后面贴上姓名。他

们对迷你工具爱不释手，打扫积极性

大增。

学校分发的老式拖把也是又大

又重，二年级孩子使用起来非常不

便。于是我又网购了好看且便于孩

子使用的小拖把，大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

学生打扫卫生怎样才能又快又

干净？除方法指导外，为其配备合适

的打扫工具也很重要。

打扫小组的仪式感。在分配好

值日生后，我根据平时的观察，先行

选出组长，随后我在淘宝购买了值日

组长的挂牌和值日生的挂牌，每天早

晨发给当日的值日生。挂牌不仅时

刻提醒值日生维护班级卫生，而且可

以避免有学生忘记做值日的事情发

生。挂牌挂在胸前，也挂起了一份

责任。

学习打扫的仪式感。在平时的

观察中，我发现许多孩子的劳动能力

和生活自理能力不强：扫帚是反着使

用的，擦窗台时不会叠抹布，班里会

做家务的孩子寥寥无几，会系鞋带的

孩子也只有 10 人。这不禁让我重视

起对孩子劳动教育和生活自理能力

的培养。

我每天利用晨会课时间教给孩

子一些简单的打扫方法和各种生活

小技能，安排做得好的孩子上台演

示，定期开展劳动技能比赛，激发孩

子的劳动积极性。

打扫评比的仪式感。我在班里

安排了五个值日组长，每天早晨和中

午他们都会一起检查班里的卫生，再

把自己的打分报给当天的值日班

长。每周五下午的班会，我根据组长

的打分以及学校检查人员的扣分情

况，选出本周保持卫生最好的小组，

请他们集体上台领奖。奖品有时是

一支铅笔，有时是一根棒棒糖，有时

是一封表扬信......在小小的奖励中，

孩子越发热爱劳动。

从开学到现在，我们班蝉联学校

“榜样班级”，孩子也变得会做事、善

做事、勤做事。

生活需要一点仪式感，它可以让

我们更加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教育

也需要一点仪式感，把简单的事情复

杂做，复杂的事情可以因此变简单。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昆山开发区

石予小学）

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学校、家

庭、社会缺一不可。为此，我校邀请家

长走进学校，参与学校的日常管理；走

进课堂，了解教育教学情况；参加活

动，体验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为了让更多家长参与学校的日常

管理工作，我们把每个月最后一周的

周一定为家长日，通过采取“个人报

名、集体访校”的方法，邀请每个班级5

名家长到校开展“十个一”活动，将学

校办学理念、教师授课、家长课堂、学

生生活学习等情况全方位呈现给家

长。“十个一”活动具体指的是：

参加一次升旗仪式。升旗仪式每

周由不同班级负责，孩子在这样的活动

中既锻炼了胆量也提升了能力。家长

参与国旗下的演讲这一环节，使升旗仪

式更加充满感染力和教育意义。

听班主任一节课。家长走进教室

和孩子共同学习，通过深入课堂听课

了解教师工作的辛苦，从而激发他们

配合教师教育好子女的愿望。

参观一次校园。家长在小小讲解

员的带领下参观专用教室，感受校园文

化、校园风貌，重温少年时代的生活，对

家长来说无疑是一种全新体验。

参与一次大课间活动。让家长走

进操场，共同感受学生的课间生活，使

亲子关系更加和谐。

开展一次家长课堂活动。我校的

家长课堂有集中授课、分散授课、专家

授课和校内家庭教育导师授课等多种

形式，每次授课前要进行调查，请导师

按学生存在问题和家长需求备课、上

课，让家长在家庭教育讲堂中学有所

获，提高育子能力。

进行一次角色转换。不同职业和

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可以给学校带来

丰富的教育资源，给学校的教育和管

理提供多种支持和服务。经过角色转

换，让家长成为班级的老师，结合自身

特长走上班级讲台为孩子上一节课，

不仅深受学生喜爱，而且调动了家长

的参与积极性。

欣赏一次社团展示。在访校日这

天，学校会安排不同的社团进行展示，

在一个个极具特色的精彩节目中，家

长亲眼见证孩子的美好。

与带班领导谈一次话。家长通过

谈话了解学校的办学思路，明白学校

的发展方向，明确自己在家校合作中

扮演的角色。

提一条合理建议。通过家长的集思

广益，对学校工作提出建议，帮助学校排

忧解难，为学生成长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做一次义工。请家长做德育干

事，放学时做学生的“守护神”，在学校

门口和放学路上指挥交通，维持秩序，

排除安全隐患。

家校共育工作的探索有效推动了

学校的内涵发展，最大程度实现了家

庭与学校的互动、家庭与学生的互动、

家庭与家庭间的互动，让家校共育为

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沈阳市辽中

区第一小学）

为了让“新劳动教育”根植学生的心中，浙江省武义县泉溪镇中心小学三（1）班学生在科学老师的带领下，经常到

学校“曲湖小农场”参加劳动，学习气雾栽培技术。这种技术，可以使植物根系悬挂在空气中，定时定量喷洒雾化的营

养液，让植物的侧根不断发育吸收水和营养物质。当看到一棵棵空心菜长得郁郁葱葱、一个个青辣椒高挂枝头时，孩

子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浙江省武义县泉溪镇中心小学 吴洋 涂淑莉）

我们种的菜熟了我们种的菜熟了

我秀我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