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高 影 电话：010-82296737 投稿邮箱：zgjsbbzr@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2022年8月31日12版 班班 主主 任任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特别策划

学段衔接，班主任要做好哪些事 下

统整育人，突破学段衔接壁障
□刘 静

高一新生来到陌生环境，学习

上容易遇到精力投入很多、成绩却

不理想的境遇，生活上则会或多或

少产生孤独感。为帮助学生尽快

适应高中生活，我送给班主任4个

锦囊妙计。

时间管理不能少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

寸光阴”，管理好时间才能让高一

新生的生活更有条理。班主任应

指导学生做好时间管理，一是拟订

学习计划，设定每周的学习目标。

二是每周一复盘上周的学习情况，

总结分析得失。三是把每天的时

间分为三个时间段，上午、下午和

晚上，不同时间段安排具体的学习

任务。这样将周计划、周复盘和日

计划相结合，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

标相结合，有利于帮助学生做好时

间管理，提高学习效率。

处理关系很重要

在新环境里，处理好与老师、

同学的关系十分重要。当学生在

生活上遇到困难时，要主动向老师

求助；当学生在情感上遇到烦恼

时，要主动找朋友倾诉。在人际关

系的处理中，主动很重要。班主任

要指导学生主动交流，不断扩大朋

友圈，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好

朋友多了，情感宣泄的渠道多了，

学生的负面情绪就能得到及时疏

散，心情变得越来越好。情绪好

了，学习也会更加自信从容。

劳逸结合要牢记

高中学习讲究主动性、合作性

与探究性。在日常学习中，班主任

要指导学生做到“今日事，今日

毕”，做好时间规划。

另外，学习要有张有弛，学生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可以组建读书

会，交流阅读感悟，也可以在周末

玩玩游戏、看看电影、听听音乐，调

节一下情绪，放松一下紧绷的神

经。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学习。

主题班会促提升

开学之初，我会召开“破冰之

旅”主题班会，让学生介绍自己并

展示特长。期中考试后，我会组织

召开“学习经验交流”主题班会，邀

请学科教师参加，师生互动，帮助

学生答疑解惑。另外，我还会组织

学生开展“演讲比赛”“诗词大会”

“辩论赛”等活动，提高他们的思维

能力与知识运用能力。

学习是一场无限“游戏”，管理

好时间、处理好关系、劳逸结合、融

入集体，做好这几点，学生就能更

好适应高中生活。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古浪县第

五中学）

带上锦囊妙计 适应全新生活
□丁国满

惬意教室以其独特的对学生的心理关照，帮助他们安顿心灵、缓解压力、激发动力、唤醒

生命潜能。在舒适的环境中，学生得以惬意地学习、生活，健康成长。
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惬意性是苏霍姆林斯基人道主义

教育学中的一条重要原则。惬意性是

一系列自然、社会、教育、心理等因素

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情感体验，这

些因素决定儿童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前

这一阶段，能否在良好的情绪环境中

进行生命活动。惬意性原则要求班主

任为学生打造惬意的教室环境，帮助

他们在班级展现出自身的活力，更积

极地参与教育活动，从而实现人道主

义教育目的。

悄悄话信箱，倾听心声

教室的书橱旁边挂着一个“悄悄

话信箱”，我告诉学生：“你们有烦恼、

困惑都可以通过写信的方式向老师倾

诉，老师会定期打开信箱，帮助你们解

决烦恼。”刚开始两周，信箱空空如也，

我在庆幸的同时也有些小失落。

一周后，我收到了第一封信，学生

赵红指出我在处理毛佳和王军的矛盾

时没有完全了解清楚事情的真相，误

会了王军。我大吃一惊，自己当时只

顾及了女生的情绪，而忽略了一直默

不作声的王军，甚至还批评了他。我

感谢写信给我的赵红，并诚恳地向王

军道歉。王军非常大度地原谅了我。

这件事时刻提醒我，要全面调查问题

后再着手处理，这样才能在孩子心中

树立起公平、公正的形象。

这件事后，我收到的信多起来，有

的反映同学之间的矛盾，有的反映任课

老师的问题，也有的反映与家长沟通不

畅……我仿佛看到学生就站在我面前

诉说心事。于是，我提笔给他们回信，

同时还会选一个合适的时间、恰当的地

点与他们真诚交流，缓解他们内心的压

力。我还会与科任老师、家长沟通，引

导他们多关注孩子、多理解孩子。

悄悄话信箱成为师生、生生、家校

沟通的桥梁。薄薄信纸传递信任，小

小信箱承载关爱。班主任在打开学生

心灵之门的同时，针对他们的个性差

异，给他们进行心灵按摩。

“为你点赞”专栏，积极心理暗示

教室后墙上有一个精心设计“为

你点赞”专栏。每天午饭后，我们打

开“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其中的

凡人小事充满正能量：他们或是替

大学室友尽孝 15 年；或是每天擀 500

张包子皮，只为减轻父母的负担；或

是为了保障村民安全，驾驶飞机撞

向山崖……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

距离学生的现实生活很遥远但又就

在眼前，网络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哪怕千里之外发生的事，通过

网络也能变得可亲、可感、可触，学

生也可以从中受到教育。

学生提笔写下感言，有的说：“真

是父爱如山，由此我也想到我的爸爸，

我爱我的爸爸。”有的说：“山下是百姓

的生命，眼前是个人的生死存亡，为了

国家，为了人民，你们选择了牺牲自

己。向你们致敬。”有的说：“小小年纪

就知道做力所能及的事，分担家务，而

我却连自己的书桌都要妈妈整理，我

要向他们学习。”

学生从心底流淌出的是他们对自

己言行的审视与反思，领悟做人的道

理，汲取满满的正能量。学生将感言

贴到“为你点赞”专栏，并大声读出

来。有心的学生还会在家长帮助下，

将自己的感言发布到“人民日报”微信

公众号的评论区进行互动。这样的交

流，看似写在爱心形的贴纸上，实则是

镌刻在了学生的心坎上，为他们一生

打下了精神底色。这样的教室环境布

置不仅是为了追求美感，而且给了学

生积极的心理暗示，成就了他们的精

神追求。

“班级明星”，点燃昂扬的心态

班级中总有一些内向的学生，因

为不爱表达、不善展示而成为班里的

“边缘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告

诉我们，每个孩子都有其特长，可以鼓

励他们个性化发展。针对这一现象，

我在班里组织开展了“班级离不开他”

评比活动，开设了“班级明星”专栏，引

导学生关注身边默默无闻的小伙伴。

“班级明星”有悄悄排列桌椅的小

浩，有修整壁橱的小宇，有主动为同学

分饭添菜的小佳……将班级中的“边缘

人”引入全班学生的视线，为其量身定

制“颁奖词”，展示他们的作品与照片，

绝对是一部专题大片。在这部大片里，

“这一个”“那一个”都是不可替代的唯

一主角。这些平日里“名不见经传”的

学生，在集体中逐渐发现自己、展示自

己，收获满满的自信。

惬意教室以其独有的对人的心理

关照，让学生安顿心灵，缓解压力，唤醒

生命潜能。

惬意教育：安顿学生心灵
□郭 敏

郭敏，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第二

附属小学教师、班主任，南通市第十八

届园丁奖获得者，江苏省特级教师，江

苏省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一等奖获得

者，出版有《无痕润德——情境德育理

念下班主任工作的实践与研究》一书。

高一新生不适应高中学习生活

的原因多元而复杂，大致可以分为

三类：一是从学科角度看，这种不适

应主要来自缺乏对学科知识的系统

性认知；二是从学习目的角度看，其

主要是因为学习内驱力不足，外驱

力过于功利化；三是从学习科学的

角度看，则是因为家长、学生、教师

都缺乏系统研究学习与成长的专业

知识。

基于统整育人的理念，为帮助

更多学生完成学段衔接，我校开发

了贯穿基础教育阶段的跨学科教

育项目——GLOBE 教育项目，构

建了支持学生完成基础教育课程

衔接的 3F 课程体系，创建了家校

沟通平台，开设了课程衔接导师工

作坊。如此，通过专业的衔接课程

将学校、家长、学生连接起来，将学

段衔接课程做得更系统。具体做

法如下：

立足学生终身发展系统开发学

段衔接课程。我校 GLOBE 教育项

目从学生成长愿景、发展目标、学习

内容、学习方法等维度开发适合小

初高衔接的校本课程和学科学习方

法，平行开发学生课程和家长课程，

目前已成为我校特色品牌。3F 课

程体系从人文与科学精神培养、多

元智能开发、因材施教等基本理念

出发，建立学校集团内部学段衔接

的学科课程，打破学段学科学习的

壁垒。班主任是学段衔接课程实施

的主力军，他们不仅可以凭借个体

经验帮助学生，而且可以依靠学校

科研处、教学处、学生处协作开发的

课程，解决学段衔接问题。

让学段衔接经验转化为教科

研成果产生辐射作用。传统意义

上的班主任工作经验多以个体成

果呈现，但这很难普及。就初高中

学段衔接而言，我校将此类问题解

决的经验转化为教科研成果，以课

题、论文、工作坊等形式做进一步

的孵化工作，这期间我们与北京师

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

合作开发基于学习科学的学段衔

接项目。我们以校友会为平台开

发“深高大讲堂”项目，集各高校和

行业之力分享“成长的故事”，完成

对一线班主任、家长培训，完成学

段衔接中的家校衔接，班主任不仅

完成了自我孵化，也在实践和理论

研究中形成了教科研成果。

引导学生放眼未来建立终身

学习理念。如何引导学生放眼未

来建立终身学习理念，这个时代

大命题不是学校自身能完成的，

需要联合更广泛的育人社群形成

合力共同完成。

我校从家庭教育角度出发，研

究如何提升学生的学习内驱力问

题，在充分调研、收集家长在育儿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的基础上，建立家

长育儿交互平台。在此平台上，家

长之间、家校之间针对育儿问题进

行多维沟通，让学段衔接问题回归

育人本质。

许多学生在学段衔接中表现出

的学习困难，并非单纯的学科学习

能力问题，有些是家庭问题的延伸，

有些是人际交往问题导致，这不是

班主任、家长通过一己之力可以解

决的，需要家校协同，需要有更多专

业人员介入。班主任作为家校协同

育人的关键角色，要深入思考统整

育人方案，为学校、家长提供来自教

育一线的真实问题与诉求，为科学

育人贡献有价值的提

案，这就需要班

主任既要做好“经师”又要做好“人

师”，培训对象也不是仅仅局限于学

生，而是要拓展到家长群体。这同

时需要班主任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

知识，成为适应当下人才培养的专

家，而不只是周旋在学生学习事务

中的“办事员”。

育人是最急不得的事，是关乎

人心的大事，班主任、家长及重要他

人在学生成长之路上不能缺席、不

能错位，更不能互相推卸责任，在学

习这条路上没有终结者，只有家长、

教师及重要他人成为终身学习者，

学生才可能在“立己达人”的路上走

得更远。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高

级中学）

高 一 新 生 面 临 的 不 仅 是 生

活环境的变化，还有教学环境的

变化、教法学法的变化，这些都

需要他们慢慢适应。相比于初

中，高中各学科在知识深度、广

度上有显著提升，所以高一新生

会明显感觉到学习难度增加很

多，学习效率变得低下，面对这

种 局 面 他 们 不 知 所 措 ，苦 恼 不

堪。基于此，我在班里进行了问

卷调查，并据此与学生进行了深

入探讨。

精准定位找问题

问卷调查显示，学生存在的

时间管理问题的具体表现有：晚

自习结束时仍无法完成作业；没

有时间预习；自习课效率低；周末

玩手机；有计划但执行不下去。

我将这些问题加以分析，归纳其

背后的原因发现，这主要是学生

时间管理意识淡薄、缺乏有效自

我监控造成的。

基于这样的分析，我将学生

分为 AB 两组，A 组学生主要研究

时间管理意识淡薄问题，B 组学

生主要研究监控度弱的问题，并

给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寻

找一种科学的方法，提高时间管

理能力。

用知识武装大脑

学生在完成任务的初期分享

了许多有关时间管理的方法与理

论 ，包 括 GTD（Getting Things

Done）法、番茄时钟法、莫法特休

息法、“便条”时间管理理论、“时

间表”时间管理理论、“优先顺序”

时间管理理论、四象限法则等。

考虑到群体差异性，我要求两组

学生针对“时间管理意识淡薄”和

“监控度弱”两个问题，选择最有

针对性的方法，并在主题班会上

分享。

最终，A 组学生选择分享的

方法是四象限法则。四象限法

则是美国管理学家柯维的第四

代时间管理理论，他将任务分成

重要且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

不重要、不重要且不紧急四个象

限。时间管理者将学习、生活上

的事情按照象限划分，再根据优

先级完成。B 组学生选择的是德

鲁克的目标管理理论。目标管

理理论的核心是小组成员共同

参与制定统一目标。这种管理

模式下，学生之间彼此监督、相

互督促，可以有效提升自我控制

能力。

寻找适合的学习方法

A 组 学 生 在 实 践 过 程 中 发

现，同一项任务、不同学生的划分

结果差异较大。例如针对文言文

字词积累一项作业，A 组 20 名学

生中有 7 人认为这是重要且紧急

的 任 务 ，

10 人 认 为

这是重要但

不紧急的任

务 ， 3 人 认

为这是紧急但

不重要的任务 。

面对类似差异，学生展

开小组讨论，同时更深

入 研 究 四 象 限 法 则 。

学生发现该方法不适用于小组内

的所有学生。针对目标清晰的学

生，该方案更容易获取成功。而

目标不清晰的学生，在该方案中

不容易成功。由此，A 组学生在

四象限法则的基础上，拓展了番

茄时钟法等方法。

而 B 组 学 生 在 实 践 过 程 中

发现，同学之间短期目标存在各

种差异，难以达成共识。于是，

B 组学生进行调整，将小组成员

按照学科目标、学期目标等不同

维度进行细分。把一个大组分

为 6 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三四个

学生。

两个小组改进后的时间管理

方案得到了师生的一致认可，时间

管理效率和学习效率都有了质的

提升，学生对高中的不适应程度明

显下降。

提升时间管理能力

初入高中，学生对班级有着较

高的期待，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在

新环境中有更好的表现，但随之而

来的各种不适应会严重打击学生

的积极性。为了让学生尽快适应

高中学习，各学科教师在进行学法

指导的同时，班主任也要善于发现

学生问题，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

我在初高衔接班级管理中以

时间管理为抓手，采取了上述调

研、诊断、方法学习及实践与改进

等措施，指导学生学习科学的时间

管理方法，提高时间管理意识，提

高学习效率，这也是我为改善初高

中过渡阶段学生不适应状态的一

种策略。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育英学校）

初高衔接，

如何提高学习效率
□董雪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