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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怎样说话才有效

我和你

小皮是我班里最调皮的男

生。人如其名，小皮总在课堂上

埋头玩玩具，课间追跑打闹，对

同学作出不文明行为。一个月

内 ，我 收 到 了 宿 管 老 师 3 张 停

宿单。

我决定对小皮采取一些惩戒

措施。看见小皮在课间打闹，我

罚他到办公室抄写《小学生行为

规范》里的相关条款：“课间不快

跑，不追跑打闹，以免撞到他人；

尊重同学，友好相处，不说脏话。”

抄完以后，我又给他摆事实讲道

理，但是小皮的“皮”性并没有

减弱。

我感觉到自己已经黔驴技

穷。但我真的要放弃他吗？我能

放弃他吗？不能。我开始研究小

皮的语言，观察小皮的行为，了解

小皮的家庭。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没有爱

就没有教育。只有能够激发学生

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

的教育。

我开始关心小皮，寻找他的

闪光点及时给予表扬。

我发现小皮擦黑板很用心，

总是把黑板擦得黑亮黑亮的。于

是我当着全班学生大声夸奖他：

“小皮擦的黑板真干净，让老师总

想把字写得更好看。”我发现小皮

默默帮周围的同学清洁桌椅，也

大声夸他：“小皮真有爱心！”我发

现小皮的口算练习正确率特别

高，又大加表扬：“小皮是口算小

能手呢！”

日积月累，小皮的闪光点越

来越多，我夸奖他的次数也越来

越多，他主动找我说话的次数也

多起来。

课堂上，小皮安静了不少。

我呢，对他格外好。有学生说：

“老师，您太喜欢小皮了。”我说：

“是呀，小皮很努力，有许多闪光

点，也改正了不少缺点，老师很喜

欢他。”于是，学生都以小皮为榜

样，良好的班级氛围在不知不觉

中形成了。

现在的小皮，课堂表现积极，

还当上了学习小组长。谁能想

到，这个曾经把我折磨得心痛的

小皮，现在已经不“皮”了。

当班主任就像写一本故事

书，在品尝为师甘苦的同时，书写

教育人生。

（作者单位系海南师范大学

海口新海学校）

小皮不“皮”
□彭 冉

与学生沟通谈心是班主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样是沟通，有的班主任说话学生置
若罔闻，一片好心学生却丝毫不领情。有的班主任一开口学生就心悦诚服，听从教导。班
主任的话怎样说才能说到学生心坎上？本期刊发的几篇文章，呈现了优秀班主任与学生
沟通的故事、经验与智慧。

谈话，是班主任最常用的一种教

育方法。谈话，不是训话，不是说气

话、放狠话，让孩子抬不起头来，背

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最好的谈话方

式是将谈话变成对话，实现师生心

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融合。

正面对话

与学生交谈，绝非简单的“告诉”

“灌输”，更非粗暴的训诫，而应该是

真诚的启迪，耐心的感化，循循善诱

的开导。

自修课的纪律问题一向是班主

任头疼的事情，我也不例外。在一

次批阅日记时，我发现好几个孩子

将“自修”写成了“自休”。一字之

差，谬以千里。灵光一闪，我当即与

学生进行了一次交流——当“自修”

变成“自休”。

黑板上，我将“自修”两个字写得

大大的，“自休”两个字故意写小。我

先让孩子们谈“自修”和“自休”的意

思，这难不倒孩子们，用“拆字法”解

释，字义便一目了然。“自修”即自我

修炼、自我修养；“自休”即自我休息、

自我放松。我又问：“‘自修’意味着

什么？‘自休’又意味着什么？”孩子们

各抒己见，“自修”意味着努力上进、

积极进取，意味着奋斗、挑战、突破。

“自休”则是一种自我躺平、悠闲自得

的状态。孩子们说得尽情，议得热

烈，达成统一认识：自修是理想的学

习氛围，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学习境

界。总结时，我肯定了孩子们剖析问

题的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并提出了期待。此次交流后，我欣喜

地看到，孩子们正努力将“自我修炼”

变成“自觉修炼”。

对话，需要师生敞开心扉，相互倾

吐，相互接纳，最忌讳教师“一言堂”，

独占“话语权”。

让黑板“说话”

对话需要班主任抓住契机，把握

时机。一天下班经过教室，我发现班

里一片狼藉，地上满是纸屑，扫把横七

竖八。孩子们早已去食堂用晚餐了。

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

六（3）班的孩子们：

生活在这样的“家”中，感觉如何？

钱老师

第二天早上，孩子们还在操场晨

练。再次经过教室时，我发现班级面

貌已经焕然一新：课桌椅摆放得整整

齐齐，地面一尘不染，清洁工具也整理

得井井有条……转身看黑板，只见上

面写着——

敬爱的钱老师：

我们已经改正了错误，您能原谅

我们吗？

全体学生

看着，看着，我笑了。提笔再写——

可爱的孩子们：

知错即改且态度诚恳外加书写工

整，老师心中甜蜜无限！

钱老师

再次走进教室，已是晨读的时

间。映入眼帘的是——

我们的钱老师：

谢谢您的夸奖。看见您笑，我们

也笑了。

您的学生们

彼此心照不宣，我和孩子们同时

笑出声来。

在对话中，师生双方的情感一旦

产生共鸣，班主任就获得了开启学生

心灵的钥匙。此时，班主任的话语将

会产生出巨大的激励和感染力量。

“纸上开花”

在纸上谈心交流是我和孩子们

的习惯，我很喜欢这种文本形式的对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率性而写，

贵在真诚”。《内卷与躺平》《木桶理

论，短板效应》《班主任不在的日子》

《舍得》《读书滋味长》……一本本翻

看孩子们的日记，用心感受孩子们或

长或短的文字，满怀真诚地写下我的

感受、期待与祝福。在和谐对话中，

在彼此信任中，在分享思考中，孩子

们在变化，班级在进步，我和孩子们

达到了心灵的一致、思维的共振，那

种感觉异常美妙。

私人定制

在与学生进行个别谈心时，我喜

欢采用“预约”的方式，给学生自主权，

自主选择约谈时间、地点及方式。学

生一旦拥有了自主权，教育时空瞬间

开阔宽大。交谈可以选择在一间空教

室，可以选择在宽大的操场，也可以选

择在用餐时，甚至可以采取打电话的

方式。这样的方式，学生欢喜，我也享

受，谈话效果自然最佳。

有一次，我给爱拖拉作业的邱杰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听得出他

充满惊喜的声音。电话中，我只字不

提他的作业，而是关切地询问他晚饭

吃好了吗？喜欢吃什么菜？有没有和

爸爸妈妈一起看电视等。最后，我嘱

咐他早点休息，并有意无意地带了一

句：“睡前不要忘记检查一下作业，明

天该带的学习用品都放到书包里，这

样才睡得安心哦。”

第二天一早，邱杰交来了他的作

业，很明显，作业本上有改动的痕迹，

书写异常端正。让我惊喜的是，邱杰

还在作业本里夹了一张明信片，上面

写着：“钱老师，我是小草，您就是滋润

我的清泉；我是小花，您就是照耀我的

暖阳。亲爱的钱老师，谢谢您！”

一个电话收获了师生双向的惊

喜，谈话效果自然最佳。

谈话，不是因学生身上出现了问

题或班级发生了事情，而是在日常生

活中自然而然地交谈，不需要任何预

设，不受时间空间限定，充满温和可亲

之感。班主任如果善于观察，敏于捕

捉，匠心独运，随时随处都能成为谈话

的好时机。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师范附

属小学）

特别策划

征 稿

【改制创新】学校为调动、发

挥班主任工作积极性、主动性，

远离职业倦怠，在制度上有哪些

新举措？班主任为打造理想班

级，让每个学生走向更好的自

己，在管理上有什么好经验、新

构建？期待您的分享。1500字

左右。

【给班主任的建议】给新班主

任的建议/给中途接班班主任的

建议/给班主任成长的建议/给班

主任走向职业幸福的建议/给班

主任破解职业倦怠的建议……任

选一角度（不限于此）展开写即

可。1500字左右。

【创意班队会】有创意的班队

会，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

果。作为班主任，你的班队会有哪

些创意？如何开展的？产生了什

么样的效果？1500字左右。

【一班一世界】每个班级都有

自己的文化，老师，你所带的班级

最有特色的文化是什么……这个

栏目展示有创意的班级文化、班

本课程等。1500字左右。

（提醒：稿件必须为原创且未

公开发表）

将谈话变成对话
□ 钱碧玉

师生沟通中，除语言本身，肢体动

作、面部表情、眼神、语气、语调等也是

传达信息的重要载体。可见，沟通最

好的方式是面对面。师生面对面沟通

时，班主任“说什么、对谁说、怎么说”

决定着沟通的教育效果。

说什么：
从优点到优势的转变

王宇聪明好学，但极度缺乏自信，

总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对此，我总

在日常生活中捕捉他的优点，帮他分

析自己的优势，给他相信自己的理由。

一次数学考试，王宇的基础题全

对，我想借机好好表扬他。于是，我把

王宇叫到办公室：“你这次数学考试24

题前的基础题全对！特别是第 23题，

你的解题思路真是独辟蹊径……”我

还没有说完，王宇就接话了：“老师，24

题我还是做错了。”

“24 题是难点，90%以上的人都

会错的。你不能因为 24 题没做对就

否定自己。你看你，做题有速度，解题

有方法，思路与众不同……”听着我的

“数落”，王宇咧着嘴笑了。

王宇的反应能力、思考深度、专注

力、表现力都是他的优点，当我把这些

“优点”放大成“优势”的时候，王宇看

到了自己的“珍贵”，他的自信心、成就

感、价值感因此逐步建立起来。

对谁说：
从“孩子”到“人”的转变

周昆曾经是小组长和板报组负责

人。但因工作失误，同学们都觉得他

做事不靠谱，不再信任他，班里的事情

也不让他插手。周昆为此很苦恼，希

望我能帮助他改过自新。

对成长中的孩子，班主任要允许

他们犯错误，要相信他们可以改变自

己，给他们创造改正错误、融入集体的

机会。想到此，我对周昆说：“下周岗

位调整，你当一组组长，想要怎么做，

只要合理，我都支持你。”

管理好一个小组不容易，组长午

间要安排组员拿饭箱、分饭、整理班级

卫生等。之前，周昆失去同学信任也

与此有关。这次，周昆吸取以往的教

训，为小组的工作安排绞尽脑汁。他

做了一个分工表格，科学规划落实组

员岗位，每个组员的具体任务、分工、

操作流程、完成任务时间等，表格里都

有明确规定。周昆自己每一次都承担

最多、最重的任务，组员心服口服，为

他竖起大拇指。

班主任要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

保护他们的成长欲望，激发他们的

成长动力，引导他们成为理想中的

自己。

怎么说：
从表达到倾听的转变

班主任想要学生听话，首先要懂

得倾听学生说话。许多班主任在与

学生交流时，总是急于发表自己的想

法，这种一厢情愿的表达学生未必听

得进去。

我是一个比较“民主”的班主任，

有什么事情总与学生一起讨论。张明

是一个很热心的孩子，经常就班级事

务提出自己的建议，我面对他的“不合

理”建议也会据理力争，摆事实、讲道

理，努力“说服”他。

张明慢慢变得不爱说话了，我说

什么他总是笑笑。有一天，张明对

同学说：“反正我也说不过方老师，

不如不说了，听听就好。”话传到我

耳朵里，引发了我的反思。我尝试

着与学生交流时不再“说话”，而是

“提问”。

临近考试，我想把每天一节的“自

学课”分配给学科老师，但是与学生商

讨的时候遭到了他们的反对。

“张明，你看这件事怎么办？”我突

然提问张明。

张明迟疑了一下，说：“老师，我觉

得这样做不合理。一天的学习下来，

我们需要一个整理和消化的时间，而

且各科都有作业，‘自学课’正好完成

一部分，不会的还可以及时请教老

师。能不能这样，我们拟订一个复习

计划，有效安排复习时间，提高学习效

率？”我大喜：“嗯，就这么做，不合适再

调整。”

有时，班主任不需要多说话，而需

要多倾听，了解学生的需求与想法，学

会建构多维的沟通方式，这是成就学

生和班级的基础。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第二中学）

好好沟通的三个转变维度
□ 方海东

在班级管理中，沟通是一种重要

的育人方式。在我看来，有效的师

生沟通一定要贴着心灵着陆才能事

半功倍。

不可忽视的沟通策略——

适当共情

几年前，我去一所学校督导新学

期开学工作，看到这样一幕：一个小

男孩在走廊里一蹦三跳，兴奋地呼喊

着：“徐老师，我来了，你看看我画的

画……”小男孩话音未落，只听一句：

“你会不会好好走路，说过多少次走

廊里不可以跑跳，还不快回教室！”在

徐老师的斥责声中，小男孩泪汪汪、

气呼呼地进了教室。

事后我了解到，学校规定学生不

能在走廊里奔跑打闹。为了严格执行

校规，避免给班级扣分，这个班主任

“一盆冷水”泼灭了一个孩子亲师、分

享的热情。

其实这件事完全可以有另一种处

理方式，既能成全孩子，又能对孩子进

行教育：“到老师身边来，老师看看你

的画……”这是在共情，表明班主任接

收到了孩子的心灵电波，愿意倾听。

“在走廊里跑跑跳跳很危险，以后要注

意哟！”这是在说教，可这说教里满是

对孩子的在意。

班主任与学生说话时如果不考

虑他们的情感需求，那么学生就感

受不到来自班主任的关心，何谈教

育效果？

不容小觑的沟通细节——

关注人本身

几年前，我遭遇了一次沟通失败

的打击。“蒋松，说你多少次别顺着楼

梯扶手往下滑。如果扣分，就让你家

长来……”我满肚子的话还没说完，蒋

松已经摔门而去。事后，我冷静审视

自己的言行发现，自己担心的明明是

“蒋松摔伤了怎么办”，言语却偏离了

初心。如果我在说话时，把落脚点锁

定在蒋松的人身安全上，说“这样玩很

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安全事故，

你得受多少罪”，我相信蒋松一定能体

会到“老师为我好”的心意。

这次“失败”，也让我发现，自己说

话时往往不善于“就事论事”，而是“以

事论人”。把“人”与“事”混为一谈，不

断用贴标签的方式批评孩子，这样只

会让他们产生逆反心理，并不能收到

期待的效果。我要以此为戒，说话前

先想好怎么表达学生更容易接受，这

样师生关系才会越来越好。

必须掌握的沟通技巧——

看到积极面

凡事都有两面性，学生的言行举

止同样如此。勤奋好学但考试作弊的

孩子必定非常在意成绩，一个“看谁不

顺眼动了手”的学生骨子里可能潜藏的

是“路见不平便要出手”的担当。但在

班级管理现场，如果我们不善于全面了

解、分析学生行为背后的动机，学生可

能感受到的只是老师对自己的全盘否

定，对立情绪就会油然而生。

班里曾经有一个专爱欺负人的女

生李君。有一次，我听到走廊里传来她

“看我怎么收拾你”的话音，连忙走出办

公室，在那一瞬间，我看到李君“闪光”

的一面：她一边“教训”一个低年级的小

朋友，一边蹲下身子帮他系鞋带。“李

君，你好有爱心呀。”就这么一句简单的

话语，却在李君身上发生了神奇的化学

反应，她开始以助人者的标准要求自

己。当我给了李君一颗肯定的“甜枣”

后，再给她提出改掉不良行为的要求

时，她总是非常痛快地接受并改正。

沟通时，班主任的话语必须贴着

学生的心灵着陆，师生心意相通，沟通

自然无碍。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教育

教学研究中心）

话语贴心才动人
□ 刘开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