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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
班会课

智者说

湖南省临澧县第二完全小学

三年级（2）班是一个积极向上、团

结、快乐的班集体，孩子们就像一

朵朵盛开的小花，在这个温暖的集

体里，尽情地绽放鲜艳的色彩。

孩子们根据班级理念，通过

讨论、商议，最终一起确定了班

名——快乐之家。班级口号是：

快乐生活，快乐学习。班名和班

级口号展现了孩子们热爱生活、

快乐学习、积极向上的心态。

每 天 看 到 孩 子 们 开 心 的 笑

脸、快乐的学习，我自己也感觉幸

福至极，也能从自己的工作中获

得满足感。

我们班的班级公约为：善、诚、

勤、巧。

善即善良。每个孩子都能用

真爱、善良之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

人、每一件事，能够主动发现别人

的闪光点，经常夸身边的人，并且

用自己的行动感染别人。与此同

时，要以积极的心态发现自己的缺

点，改正自己的缺点。

诚即忠诚老实。教会学生不

说谎，不为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欺瞒

别人，做一个讲信用、讲信誉的人。

勤即勤劳。作为一名小学生，

要学会主动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在学校和家里都应如此。学

校每周三都会布置相应的德育实

践活动，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学

习做一些事情。班里的事情孩子

们也都抢着做，比如给花浇水、擦

窗台等，班干部还将许多班级工作

细致地分配到个人。孩子们都希

望自己能够为班集体争光，为班集

体添彩。

巧即手巧。每个孩子都有自

己的特长，每个周三、周五都是社

团活动时间，孩子们可以选择参加

自己喜欢的活动。社团活动分为

室内社团活动和室外社团活动，室

内社团活动有书法、绘画、舞蹈、剪

纸、巴乌等，室外社团活动有篮球、

足球、排球等。各种活动是孩子们

释放自我、展示自我的舞台。试

想，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能不

“巧”吗？

有了这些社团活动，孩子们的

作品硕果累累。班级展示栏里张

贴着孩子们的优秀作品：绘画，剪

纸，书法……这里是孩子尽情展示

自我风采的天地，同时是对他们的

一种鼓励，也是对其他孩子的一种

促进。

对孩子们的表现，每周都要进

行总结、评比，最后评出五名“每周

之星”，对他们的表现给予肯定，也

让全班学生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地

学习，快乐地生活。

班级就是孩子们和老师的家，

需要我们每个人用心去呵护和浇

灌。而三年级（2）班，就是我们快

乐、温暖的家。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临澧县第

二完全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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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为人师，就被学校安排当班主

任。一个师范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对

付”一群小学生应该绰绰有余吧！于

是，我信心满满地“走马上任”了。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班级运行轨

迹与我的美好设想有很大出入。师生

关系紧张，学生对我敬而远之，他们参

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不高，班级缺乏

凝聚力。到后来，部分学生甚至向学

校提出更换班主任或调班的要求，学

校也委婉地向我提出了“警告”。面对

这一“换师”危机，我有些震惊。怎么

办？一方面，我赶快向“老教师”请教；

另一方面，我也找了一些学生，与他们

认真交流，积极查找问题所在。

我把部分学生请到办公室，向他

们了解班级现状。学生你看看我，我

看看你，沉默不语。只有班长欲言又

止，我抓住机会说，“班长先说说吧”。

班长鼓足勇气对我说：“老师，我

觉得班里的情况与您有很大关系。”

我大吃一惊，真没想到学生会直

接说出这样一个原因。

“平时我们犯了错误，原本就很愧

疚，您的批评我们也能接受。可是，您

不应该把我们带到办公室，当着这么多

老师的面批评我们，更不应该让其他老

师帮着批评我们。我们都有自尊心，也

怕在别人面前出丑，您这样做让我们感

觉很没面子、很难受。”

“老师，您知道吗，您和其他老师

的批评，让李军同学消沉了好长时

间。原来他学习很积极，现在都不想

上学了。要求换班的同学有些就是在

办公室受到您和其他老师集体批评的

同学。”另外一名学生说。

“那我怎么做才能改变目前的状

况呢？”听了几个学生的话，我想，真得

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了。

“我们犯错误的时候请您不要当

众批评，更不要把我们带到办公室让

老师集体批评。”有学生说。

这次事件后，我静下心对自己的

班主任工作进行了认真反思和积极行

动，“换师”风波逐渐平息下来。

为什么会出现“换师”这种极端情

况？主要是自己急于表现，总是想着

这是工作的第一年，如果工作做不好，

不仅会辜负学校、家长的信任，也会对

自己今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我总

希望各项工作都能做得很好，对学生

的要求就会过于严格。于是，我成了

学生的“梦魇”。

而且，我的批评方式也存在很大

问题。我原本认为，集体批评对学生

更有威慑力，更能起到教育的效果。

殊不知，集体批评会让学生的自尊心

受到严重伤害，让他们与我产生隔阂，

甚至对我产生偏见。

“换师”事件后，我不断学习并运

用科学的教育方法，与学生的相处也

逐渐融洽起来。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山亭

区城头镇荒沟小学）

“换师”危机
□韩同美

班主任班主任2018年1月17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衡量一节班会课成功与否，不

在于形式是否新颖，而在于有没有

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因此，创意

班会课的重心不在于想方设法创新

形式，而在于想方设法触动心灵，让

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实践中，

我通常采用以下几种思路达成这一

目的。

热点转化引共鸣

“素材”是班会课的原材料，与

传统班会课的道理灌输相比，素材

的引入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对

学生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

后”“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

光阴”这样的道理，还不如给学生讲

相关的故事效果好。

但是，从小到大学生已经上过

许多班会课，他们对许多故事已经

非常熟悉，如果高学段的教师还在

给学生讲“砸到牛顿头上的苹果”

“爱迪生发明电灯”等故事，会被学

生视为“幼稚”和“没创意”。因此，

教师要注意对故事进行筛选。我认

为，把影视热点转化为教育素材是

其中一种尝试，这种转化更容易激

发学生的兴趣，引发学生的共鸣。

比 如 ，在 爱 情 教 育 系 列 课 程

中，我引入了电视剧《花千骨》，剧

照一放出来，全班学生就沸腾了，

我说：

“许多人追《花千骨》，本来是为

了看白子画，结果却被杀阡陌“秒”

了。杀阡陌就是满足女人白日梦的

男人：作为魔教掌门，他冷酷无情，

杀人成性，却独爱花千骨。这爱，竟

比白子画更为专一长情、不顾一切，

宁愿损毁自己看得比生命还珍贵的

容貌，也要帮心爱的女人转世。

那个班里最坏的男孩，打架、撒

谎、欺负弱小、沉迷网络、不做家务，却

只爱我一个，这是多少少女的梦……

这种事情，想一想、看一看就好

了，千万别当真。女生天生爱做

梦！成长，就是一个逐渐打破白日

梦的过程！

人生漫长，感情易变。当生活

以摧枯拉朽之势磨损了爱情，什么

可以最大限度避免你受更大的伤

害？是他的人品。所以，谈恋爱就

是谈人品。”

《花千骨》是当年热播的电视

剧，深受观众追捧，这一素材的引入

和应用极大地引发了学生的共鸣。

我发现，这节课上完之后，全班学生

的表现都比以前更好了，因为他们

开始默默地为自己“攒人品”了！类

似的转化还有：借助电视剧《芈月

传》与学生谈品格，借助电视剧《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与学生谈朋友层

次和成长空间等。

活动体验触感悟

每一扇心门都是由内而外打开

的。所以，另一个有效的思路是引

入活动体验，让学生在体验式活动

中参与、体悟，进而交流、辨析，最终

获得成长。我曾经借助一个主题为

“随意”的活动引导学生反思自我。

主题活动：随意

第一步：请每个学生随意找一

张纸，叠一只纸飞机。

体验现场：每个人都会叠纸飞

机，只是每个人叠得都不同。有的

学生随便找一张草稿纸，糊弄一下

就完成任务了；有的学生不仅找到

了漂亮的纸，而且纸飞机的每一个

棱角都叠得整洁分明、整齐匀称，看

起来赏心悦目。

第二步：请随意找一张纸，叠一

只千纸鹤。

体验现场：千纸鹤有人会叠有

人不会叠。在不会叠的情况下，有

的学生无所事事地坐着，东张西望；

有的学生则认真地向别人请教或自

己主动尝试。

活动结束后，针对叠纸飞机环

节，我的问题是：“叠纸飞机时，你对

自己作品的期待是什么？看一看自

己的作品，再看一看别人的作品，反

思一下，你在以什么标准对待自己

面临的任务？”

全班学生讨论后，得出共识：做

事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外在的要求，

一个是内心对自己的期待。在没有

外在要求的情况下，一个人的作品

质量实际上是自己内在期待的体

现。有的学生对自己要求太低甚至

没有要求，随意应付，最终可能连自

己都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有的学

生对自己有较高的期待，高标准地

完成了任务，最终对自己的作品非

常满意。

我总结说：“你内在对自己的要

求怎么样，决定了你会成为一个怎

样的人。”

针对叠千纸鹤环节，我的问题

是：“面对不会叠的千纸鹤，有人选

择无所事事、东张西望，有人选择主

动学习、自己尝试，这两种表现给了

你什么启发？”

全班学生讨论后，得出共识：

“面对自己不懂或不擅长的事情，

有人被动等待，有人主动探

索，没有等出来的美好

结果，只有奋斗出来的

幸福生活。”

类 似 的 体

验 式 活 动 还 有

许多，每一个活

动 都 是 一 次 快

乐参与的旅程，也是一场精神成长

的盛宴。

回归生活促成长

教育家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在我看来，创意班会

课的另一个思路是回归生活，把学

校教育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让学

生在生活中、社会中接受教育，从而

获得成长。

几乎每个班主任都会对学生进

行“珍惜生命”的教育。如何将这一

主题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上一节

既有创意又有实效的主题班会课？

实践中，我把全班学生分成四

组，分别回到生活中做小组采访：

第一组采访怀孕中的准妈妈

们，了解她们对生活细节的谨慎（不

敢生病，生病了不敢打点滴等）、对

胎儿的紧张（每天数胎动）和期待

（与未出世的宝宝对话）。

第二组采访产房外新生儿的

亲人，感受他们对新生命到来的

欢喜。

第三组采访交通警察，关注交

通 事 故 中

过 世 人 员 的

家属，感受生命

的脆弱和失去亲

人的痛苦。

第四组采访 70 岁

以上的老人，了解他们关于人生的

感悟，感受生命的价值。

采访完毕后，每个小组把采访

的结果图文并茂地在班会课上呈

现，这一活动不仅深深地打动了每

一个学生，也打动了来参加班会课

的家长，许多学生和家长泪流满面，

相拥而泣。

类似的教育活动方式多样。比

如禁毒教育，可以与禁毒所联系，通

过对吸毒人员和家属的采访，让学

生了解吸毒的痛苦和危害，邀请禁

毒警察介绍如何远离毒品……这样

的教育一定比干巴巴的说教更实

在、更生动，也更有实效。

当然，创意班会课的思路还有

许多，不管思路如何创新、形式如何

变换，其基本原理是相通的：成长的

过程是成长主体的自我建构过程，

告诉学生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学生内心认同什么。因此，只有想

方设法触动学生的心灵，获得学生

的内心认同，教育才能真正被学生

所接纳，才能真正帮助学生实现成

长。从这个意义上讲，一节好的班

会课，就是一场触动心灵、触发成长

的旅程。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佛山市南

海区九江中学）

上好班会课的N个思路
□贾高见

人心必须珍藏某种信念，必须握住

某种梦想与希望，必须有彩虹，必须有

歌可唱，必须有高贵的事物可以投身。

——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

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

热爱生活。

——法国作家、思想家罗曼·罗兰

教育者应当深刻了解正在成长的

人的心灵，只有在自己整个教育生涯

中不断地研究学生的心理，加深自己

的心理学知识，才能够成为教育工作

的真正能手。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初期教育应是一种娱乐，这样才

更容易发现一个人天生的爱好。

——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柏拉图

零星的时间，如果能敏捷地加以

利用，可成为完整的时间。所谓“积土

成山”是也，失去一日甚易，欲得回已

无途。

——美国作家、心理学家卡耐基

在任何一个成功的后面都有着十

五年到二十年的生活经验，都有着丰

富的生活经验。要是没有这些经验，

任何才思敏捷恐怕也不会有，而且在

这里，恐怕任何天才也都无济于事。

——苏联作家巴甫连科

我和你我和你

征 稿

【大家立场】有着丰富经验的您，

对班级建设和班主任成长最近有哪些

深度思考？该栏目给您提供表达观点

的平台。1500字左右。

【班改解码】班改如何促进和支持

课改，班改有哪些生动的创新经验？

让我们一起挖掘基层学校出现的深度

班改经验。4000字左右。

【创意班会课】有创意的班会课，

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老师，

你的班会课有哪些创意？产生了什么

样的效果？欢迎记录下来。1500字

左右。

【班级名片】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

文化，老师，你所带的班级班名是什

么？有什么班级公约？又有什么小组

文化……这是一个图文结合的栏目，

展示有创意的班级文化、班本课程等。

1500字左右。

邮箱：zgjsbbzr@163.com

咨询电话：010-82296572

（投稿请注明栏目名！稿件必须

为原创且未公开发表！）

这是我们快乐的家这是我们快乐的家
□ 周 娟

班级
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