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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3日12版 班班 主主 任任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我和你

上学期，我接手新班，班里

有个叫煊煊的孩子，作业不完成

有他，班级“文明课间”“午休静

校”管理扣分，十有八九也是因

为他。没多长时间，煊煊就成了

全年级的“名人”。

怎么办？不了解孩子的家

庭情况、思想、兴趣、爱好，很难

对其进行有效帮扶。周末，我约

上数学、英语教师一起来到煊煊

家，这才知道煊煊是单亲家庭，

他两岁多时父母就离异了，爷爷

奶奶怜惜他，大小事情都由着他

的性子来。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开始

寻找教育契机。有一天我经过

教室时，看见煊煊在批评同学没

有扫干净地面，并详细讲解应该

怎么做。我一听，就把煊煊叫到

办公室，他一脸茫然，以为自己

犯了什么错。我示意他坐下，

说：“我见你打扫卫生很干净，能

否当班级的劳动委员，把班级卫

生搞上去？”煊煊一愣，随即眼睛

发亮，连连点头表示愿意。我拍

拍他的肩膀说：“老师相信你，你

一定能够做好。”我特意把“相

信”二字提高了音量。他郑重地

点点头。煊煊走后，我把班委找

来说了自己的计划，得到班委一

致支持。

班会上，我宣布煊煊就任劳

动委员的决定。从此，煊煊开始

了他的“新生活”。第一天，他认

认真真带着同学打扫卫生。第二

天，他一大早就来了，将课桌椅摆

放得整整齐齐。第三天，没有人

到我这里“告状”。第四天，科任

教师说：“煊煊这几天真不错，上

课时居然不捣蛋了。”第五天、第

六天，依然平静。我课间经常到

走廊走走、教室瞧瞧，总会碰到煊

煊在检查卫生责任区的地面有没

有垃圾。

一天放学后，我经过卫生间，

看见煊煊正在用毛刷清理小便

池，我立刻对他竖起大拇指，煊煊

脸红了。

我想，问题学生形成的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负责”的经历

与体验。重用问题学生，从管理

学的角度看就是将问题学生放在

必须承担责任的岗位上，通过体

验和实践，使其换位思考作为班

级成员的责任与义务。通过这种

反思，能够有效构建问题学生的

责任感。

班会上，我在对班级一周工

作进行总结时，让学生说说近一

段时间变化最大的人，大家异口

同声说煊煊变化最大。班级最

近不再被扣分，教室里安静许

多，地面清洁了不少。在大家的

掌声中，煊煊脸红了，眼睛分外

明亮。

有一天午休时，见煊煊没睡

着，我便把他带到办公室和他

聊天。我问他为什么变化这么

大，是因为当班干部了吗？煊

煊想了想说：“是老师说的‘相

信’我，我要努力不辜负您的期

望。”多简单的理由，我不禁陷

入沉思：我做的并不多，只是相

信每个孩子都能够进步。但就

是我的信任，让煊煊发生如此

大的变化，让煊煊在不知不觉

中完成了蝶变，这就是信任的

力量。

问题学生往往借助各种方

式吸引老师、同学的注意力。而

受到“重用”后，他们将极力证明

自己，这种心态正是问题学生转

变的关键。

当我们与学生建立起一种相

互信任的关系后，就相当于给他

们提供了一个安全而温暖的成长

环境，真正的教育便顺其自然发

生了。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毕节市

金沙教育研究院附属实验学校）

相信是改变的起点
□李德梅

放假了，怎样带好娃
□郭文红

孩子已经四年级

了，如何让他们在暑

假承担力所能及的家

务劳动，培养他们持

之以恒的品质？我是

这样做的。

30天“早餐奇迹”

曾经，我在暑假

时与孩子约定，开展

30 天不间断“早餐奇

迹”活动。坚持每天

做早餐，对假期中的

孩子而言，是培养他

们动手能力、自律能

力、“坚持”品质的好

方法。

活动过程中，每

个孩子都经历了新鲜

期、厌倦期、蜕变期，

他们在参与活动中懂

得了坚持的意义。赵

佳说：“付老师，我感到妈妈每天

做家务很不容易。”王萌说：“每

天早起成习惯了，感觉神清气

爽，做做饭、读读书、锻炼锻炼身

体，真好！”也有家长对我说：“付

老师，每每看到孩子早早起来在

厨房里忙碌，我就会为之动容。”

在孩子的成长路上，我们既

要鼓励他们大胆创造，也要培养

他们持之以恒的品质。

打造“个人IP”

如果硬性要求孩子每天写

作业，孩子着实难以坚持。因此

我还曾经引导孩子为自己打造

暑期个人 IP。英语听说能力需

要加强的孩子，我引导他们给自

己设置一个“英语脱口秀”的个

人 IP，坚持每天练习口语，听说

读齐上阵；不爱读书、胆小的孩

子，我引导其冠上“朗读者”的个

人 IP，坚持每天朗读一篇文章；

有的孩子计算总出错，立志要当

“计算小达人”，暑期里每天练习

计算；也有的孩子给自己设置了

“国学大师”的个人IP，每天背古

诗、练字，一天一首，读写结合；

喜欢打篮球的孩子设置了“灌篮

高手”的个人 IP，提醒自己坚持

练球；喜欢研究昆虫的孩子给自

己设置一个“当代达尔文”的个

人IP，假期里仅是观察日记就记

录了满满一本。每个孩子结合

自己的个人 IP制订专属学习计

划，每个个人 IP 都是孩子前方

的灯塔。

成长是日积月累、日有所获，

把假期目标量化为每天可视可为

的行动，“坚持”就会充满吸引力。

亲子活动里的“坚持”

今年，我同时在班级推出两

项亲子活动。一是“亲子凡尔

赛”。周一至周五，家长聚焦孩

子的一个闪光点、一句话表扬孩

子；周末大反转，孩子聚焦家长

的闪光点，表扬自己的家长，互

相捧场，好戏唱响，创设和谐的

亲子居家氛围。虽然是互相表

扬，但坚持下来，而且每天不重

复表扬方式同样需要花心思，天

长日久足以改变亲子之间的对

话方式。二是“父子挑战不可

能”。暑假开始，孩子与父亲立

下一个比较难坚持的Flag，两人

共同坚持 50 天，可以是互讲一

个有趣的历史故事，

可以是聊天，也可以

是一起跑步……就

是要把“请家长抽出

时间多陪伴孩子”这

样的要求转化为每天可完成的

“好玩的作业”。

有目标、有计划、有陪伴，促

进孩子在假期养成持之以恒的

品质。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实

验中学思达外国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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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上 要 放

暑 假 了 ，陆 续

接到几位家长

询问：“低年级孩

子在假期应注意些

什么？”我想在这里送

给家长朋友四句话。

第一句话：拥抱，别忘。

家长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就是拥抱，请别忘了每天把这份

礼物送给孩子。来自父母的拥

抱，不仅能给孩子被保护、被爱

的感觉，而且父亲的体温、母亲

的怀抱对幼年的孩子来说更是

人生最重要的记忆。

有心理学家曾经说，我们每

天需要 4 个拥抱来生存，8 个拥

抱来维持健康，12 个拥抱来成

长。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多给

孩子一些拥抱，让他们获得健康

成长的爱和温暖吧。

第二句话：微笑，别少。

对孩子来说，父母的表情是

他们童年世界里最强烈的视觉

刺激，他们不仅能辨认成年人的

面部表情，而且情绪还会深受成

年人面部表情的影响。因此，除

了身体亲密接触的拥抱之外，父

母能够让孩子感到安全、获得能

量的重要表情就是微笑。对孩

子微笑能让他们感到更舒服，这

是在用行为对孩子说“我爱你”，

因此父母在孩子身边的时候，请

一定要对他们微笑。如果五六

岁前孩子的身体里没有任何体

温的记忆，没有任何微笑面容的

记忆，没有任何遇到困难时积极

乐观、勇敢面对的记忆，那他们长

大以后可能就会害怕，就会有防

备心理，就会失去笑容，就会丧失

勇气。因为没有人的微笑比父母

的更温暖、更有力量。

因此，请父母面带微笑与孩

子共处吧，没有什么能比孩子本

身更重要！

第三句话：运动，最好。

早在百年之前，蔡元培先生

就提出了“完全人格，首在体育”

的教育思想，主张通过体育运动

提高公民道德与修养，由此可见

体育运动对于健康人格塑造的

重要作用。

现代体育告诉我们，运动通

过建立神经联络点对大脑产生

影响，而这些神经联络点正是大

脑中负责“记忆”和“执行功能”

的地方，它们帮助孩子学会做计

划，指挥孩子的行为，故而一个

孩子的运动能力与其智力水平

乃至创造能力也是息息相关的。

哈 佛 大 学 医 学 院 教 授 约

翰·瑞迪在他的《运动改造大

脑》中说，运动是天生的健脑

丸。运动给身体提供了独一无

二的刺激，而这种刺激为大脑

创建了一种环境，这种环境使

大脑能够做好准备，愿意并且

有能力去学习。 实际上，大脑

与肌肉的反应一样——用进废

退，而运动则能从根本上增强大

脑的功能。在日常生活中，我们

可以看到很多脑部受损的人，采

取不吃药治疗的一个重要方式

就是运动。因此，让孩子从小坚

持一项运动，是睿智父母给予孩

子最重要的人生支柱。

第四句话：读书，最美。

如果说运动能够促进孩子

的身体发育，那么读书就是促

进孩子精神发育的重要方式。

当了几十年老师，如果现在有

人问我：“你对什么样的孩子充

满信心？”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

他：“爱读书的孩子。”因为我发

现，无论这个孩子小时候是顽

皮的还是木讷的；不管他的成

绩是一般的还是暂时落后的，

只要他爱读书，他的人生一定

是一路开挂的……

童年是打基础的时节，伴

着书香长大的孩子，会拥有独

特的气质，因为读书不仅能丰

富知识，而且能历练心智、陶冶

情操、塑造性格。在阅读过程

中，孩子放松身心、无拘无束，

享受着阅读的乐趣，生活充满

无限的期望。

亲爱的家长朋友，漫漫假

期，请践行这四句话，为孩子健

康美好的人生铺垫。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

芳草园小学）

假期如何过
□范 萍

盼望着，盼望着，暑假来了。

假期生活应该不同于学校

生活，应该过得充实、丰富，老师

建议你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做些

丰富人生阅历的事。

家居生活看似平淡，但也可

以在平淡中开出花来，让普通的

日子充满愉悦感。比如你可以

上网学习收纳方法，然后进行整

理收纳工作。你可以在这个浩

大的工程开始前、过程中、完成

后拍照记录，前后对比你会超有

成就感。你还可以将这一过程

写成一篇图文并茂的实用文发

给亲朋好友分享。此方法还可

以延伸到搞清洁、做美食等方

面，家居生活因此充满新鲜感、

获得感。

趁着假期，你可以选择看看

电视剧或电影，如《梦华录》《清平

乐》《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这是3部同为宋朝故事的热门电

视剧，看完后你可以选择一个感

兴趣的角度，比如对剧中的女性

形象、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官场

现象等加以分析研究，不亦乐

乎？又比如你可以选择看看《人

生大事》《入殓师》《寻梦环游记》

等影片，对救赎、死亡、亲情等话

题进行探讨，还可以延伸到影视

与文学文本的对比，影视与游戏

的结合、影视与现实矛盾冲突研

究等，岂不很有意思？

逛 街 也 是 不 错 的 假 期 选

择，逛街同样可以逛出“研究

味”。你逛商铺除了可以学会

货比三家，还可以比较不同商

铺导购方式的不同，同一商品，

不同商家是如何推销的，假如

自己是推销员，如何推销商品

才能打动顾客？逛市场时你可

以注意观察、深入了解摊位的

选址、陈设、广告设计、热销商

品、针对人群、利润空间等，这

里面大有学问。逛超市时你可

以学习超市的各个岗位是如何

配合完成工作的，可对播音员、

收银员、导购员、货物管理人

员、售后服务人员、保安人员等

进行采访，完成调查之后可以

形成一份超市如何运转的实践

报告。

你还可以到各大银行

或保险公司了解理财产

品，向专业人士请教

理财知识，拓展自己

的知识面。另外

你还可以到各大

人才市场参观学

习，了解当今社会

职业的分类与需

求，公司企业的用

人要求、薪资待遇等，

随时跟进社会职业需求

的动态，这对将来准确定

位自己的专业有很大帮助。

只要你多问多学多思多记录，配

上图片便可以变成一系列假期

实践报告或科研论文。

生活处处皆学问，只要我们

用心定好目标、做好规划，一定

能过个精彩的暑假。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东莞市

万江中学）

寻根问祖，传承家风
□董雪梅

期待已久的暑假来了，以往

我们会利用暑假时间开展研学

旅行。今年因为疫情，在不外

出、不聚集、不扎堆的情况下，怎

样参与孩子的假期生活？

不久前，学生王乙萱无意间

在班里讲到自己妈妈是孔子的

第74代子孙，排“繁”字辈，与孔

繁森是同一辈人。这在班级中

引起不小轰动，大家觉得很有意

思，都想知道自己的祖籍在哪

里，自己的族人有哪些，自己的

家族有怎样的家风家训。听说

此事后，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引导

孩子寻根溯源、了解祖辈过去、

传承良好家风的契机。于是，我

有了在暑假开展“寻根问祖，传

承家风”活动的想法。

暑假前，经过一番热烈的

“线上交流讨论”，我对这一主题

活动进行了问题预设：

1.采访家中长者，了解家庭

或家族的发展史，并用思维导图

制作一份“_____氏家谱”。

2. 了解自己祖辈的人生故

事，他们的出生、成长、发展的人

生轨迹。

3. 采访家庭或家族中的长

辈，了解长辈的优秀品质。

4.了解家庭或家族中杰出的

人物是谁，曾得到怎样的荣誉。

5. 了解家庭或家族中的长

辈，为儿孙在做人、做事、做学问

等方面作出了怎样的表率。

……

暑假刚开始，就有学生跃跃

欲试，在家庭或家族中进行“深

度访谈”了。

张家睿在采访外公时得知，

太姥爷曾是上海公交公司轨线

所职工，太姥爷工作认真，喜欢

钻研技术，被评为“上海市先进

工作者”。20世纪70年代末，太

姥爷接受国家委派，远赴尼泊尔

支持当地有轨电车的施工建

设。退休后，太姥爷又继续在居

委会发挥余热，帮助社区居民排

忧解难。外公说，太姥爷是个热

心肠，动手能力强，喜欢钻研，即

使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也有所

成就。

耿超仪从妈妈那里了解到，

外公只有小学学历，是家里的长

子，很早就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

担。他还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动

员村民修堤筑坝、排水抗洪。外

公克己奉公的品质深深影响着

妈妈，透过妈妈的言传身教，耿

超仪也继承了祖辈的优秀品质。

刘豫琪眼中的爸爸做事坚

决果断，只要认为值得做的事就

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刘爸爸在

高校工作，主持开发的军工设备

属于“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

新材料”的“四新产品”，2021

年获得上海电气集团的特等

奖。刘豫琪崇拜爸爸，爸爸是他

的偶像。

“寻根问祖，家风传承”刚刚

开始，期待孩子在活动过程中发

现更多家人在平凡生活中的不平

凡经历，感受良好家风带给他们

潜移默化的影响、鞭策与鼓舞，继

承并发扬祖辈的优良品质，站在

他们肩膀上登高望远，让美好家

风发扬光大、赓续传承。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临港实

验中学）

特别策划

暑假来了，班主任如
何协同家长利用这段特
殊时光，引导孩子养成自
律、坚持等品质、发展兴
趣爱好，提高独立安排生
活的能力？本期周刊特
邀几位一线班主任与您
共话假期生活安排。

暑
假
来
了

暑
假
来
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