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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的班主任生活②

班主任工作是忙碌的。担任一个有

3400 多名学生、65 个教学班的学校教导主

任，同时兼任语文教学和一个全校最大班额

的班主任工作，“忙碌”一词有时都不能形容

我的工作状态。如果不能寻找到有效的工

作方式，势必焦躁不安、疲惫不堪。事实上，

我是忙而不乱，繁而不累，而且很享受目前

的工作状态。这种享受主要来自我的班主

任工作。

在工作中我总是这样提醒自己：慌乱是

因为准备不足，疲惫是因为用人不到，生气

是因为修养不高。因而，我的带班之道是早

准备、敢用人、心常静。

开学前一周，我已经制订好本学期的班

主任工作计划，在家长群中商讨本学期班级

建设的方向，补充班级图书角的图书，排好

座次表，召集班级志愿者整理教室的花草，

全面搞好教室卫生，办好第一期迎接新学期

的黑板报……开学第一天，学生走进教室

时，一切如昨，一切又是新的，学生能够很快

地进入学习状态。

每天清晨伴着路灯出发，没有拥堵，没

有喧嚣，空气清新，5分钟走完上班高峰时需

要 30 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路程，这是提前

10分钟起床的美好。早点到教室查看课表，

走遍教室每个角落，检查操作台，翻看图书

角学生借阅记录，或与一两个早到的学生低

声交流，或在黑板上布置早自习内容……一

切悄无声息，从容有序。

班级管理中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把

问题变成班会主题可以预防和解决许多

学生青春期的困惑。比如七年级下学期，

我在制订工作计划时，就按照时间顺序预

设了这些主题：“激扬青春 从‘心’开始”

“班级是我家”“学习榜样 明德十佳”“努

力的人运气最好”“细节决定成败”“伟人

情怀 华美诗章”“培养良好的同学关系”

“责任 担当 未来”“我的考试我的梦”“课

堂是乐园”“独立才能自主”“考试是通向

成功的阶梯”等。

根据我多年的班主任经验，七年级下学

期是疏导早恋倾向的最佳时间，我准备了 4

个班会主题——“伟人情怀 华美诗章”“培

养良好的同学关系”“学会驾驶感情之舟”

“责任 担当 未来”，这一组班会课应该能给

懵懵懂懂的孩子们一个正确的导向，在虚虚

实实、潜移默化中，既让学生感动于伟人的

人格魅力，也能知晓自己的责任，同时明白

自己要面临的青春期困惑与抉择。

敢放手、多用人是我带班的又一法宝。

班主任工作足以让人忙得昏天黑地，教师事

必躬亲往往会身疲心累，效果有时未能如

愿，也不利于培养学生自主管理的能力。在

慢慢尝试中我发现，班主任放手会让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力提升得比想象中

更快。

放手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除了常用的

干部值日、清洁卫生外，我特别强调小组建

设和每天值日反馈。我们按照学力互补的

原则把班级分成8个组，每组7人，每个人都

是组长，分别负责纪律监督、仪表整理、语文

示范、数学榜样、英语标兵、政治旗手、路队

管理等任务。小组轮流承担班级文化布置、

班刊编辑、主持主题班会课、班级活动策划

等任务，这样分工明确，人人有事干，事事有

人干。我常常在教室听到学生稚气未脱却

自信满满地讲述小组的故事、评点小组成员

的得失，这个过程中，我的眼前是一片桃李

满天的繁华，甚至有一种穿越到学生时代的

感觉，其乐无穷。

我们的班刊《和声》每月一期，要求每个

孩子的作品都能录入，只由教师一人完成这

项工作是不可想象的。于是，由小组承担这

一任务，小组成员分别负责组稿、图画、设

计、文字、宣传、校对、印制、综合等工作，教

师仅仅成为参与人员。每每捧着油墨喷香

的班刊，读着孩子们的文章，幸福感油然

而生。

放学时有十几分钟班主任进班时间，这

个时间有一个固定流程：学科代表布置家庭

作业（5分钟），值日干部宣读班务日志记载

情况并点评班级整天表现（8分钟），路队长

手持班旗整理好路队（3分钟）。我或站在教

室后排静静地听着，或在走廊不远处望着，

成为又一个麦田守望者。夕阳西下，我和班

级路队走下台阶，走过直道，绕过水池，学生

面带微笑低声交谈……

每天，迎来朝霞，送走夕照，一路青春做

伴。班主任工作可能并不诗情画意，但是这

份从容放手也让我幸福满满。就这样，

很好！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实验中学）

在学校生活中，班主任最重要的交往对象

就是自己班里的学生。十几年前我刚做班主任

时，想凭借自己的大学生身份，在学生面前大显

身手“震”住他们。果然，大学时的广泛阅读和

各种爱好，帮我在学生面前树立了威信，班级也

管理得井井有条。带过两届学生之后，我渐渐

发现，学生身上的长处和优点同样值得我学

习。于是，我慢慢学着“以学生为友，以学生为

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更亲密了。

我开始把班级的各项管理工作都看作是

给学生搭建舞台。我把繁杂的班级日常事

务，分解成学生能独立完成的小项目，让每个

学生都能从做中学，体验合作打造一个优秀

班集体的成就感。

在紧张的学习过程中，我创造机会让学生

展示自己的特长，那些甜美的歌声、优美的舞姿

和球场上矫健的身影，都展现出青春的光彩。

我也教他们唱歌，与朋友组织吉他演奏会，让学

生感受艺术的魅力。每次活动我都会带上相

机，捕捉学生那些最美的瞬间。

为了能与每个学生保持及时的沟通，我引

导学生书写成长记录，让他们留下每一天的成

长痕迹。每周我都会在学生的成长记录上写寄

语，或赞扬他们的努力，或帮助他们解忧答惑。

遇到特殊情况，我会及时找学生谈话交流，帮助

他们摆脱困境。通过这些方式，帮助学生自主

成长，我也感受到了作为班主任的快乐。同时，

学生身上生命的蓬勃不断感染着我，让我在心

态上永葆年轻。

一个人究竟能给予别人什么？美国心理学

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说：“他应该同别

人分享他的欢乐、兴趣、理解力、知识、幽默和悲

伤——简而言之，一切在他身上有生命力的东

西。在他的给予中，他丰富了别人，通过提高自

己的生命感，也提高了别人的生命感。”

在班级这个小舞台之外，我们优良的班风、

学风对其他班级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从

实践中积累形成的学生自主成长办法和班级自

治管理制度，也在全校得到推广。尤其是我主

持班主任工作室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推送

和微信群里的交流，我们的成长经验给更多的

班主任和学生提供了借鉴。

当然，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也会遇到许多挑

战，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

是其中一大原因，当然还有家庭教育方式落后，

导致对学生心理上的影响，有时甚至需要专业

人员对学生进行疏导。

这些现实问题，也是我和学生面临的难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能让我与学生的成长更顺

利，也能有效推动整个教育甚至整个社会的进步。

正如美国教育家帕克·帕尔默在《教学勇

气——漫步教师心灵》一书中论述师生关系时

说：“这是螺旋上升地发展的代际舞蹈，在此过

程中，长辈以他们的经验增强晚辈的能量，年

轻人以他们新的生机充实焕发年长者，在接触

和交流中重新编织人类社会的结构。”

而这，就是我的班主任生活目标。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藏南

中心中学）

7：40到校，孩子们基本都来了。

几个“傻”小子大清早在打篮球，级部篮

球赛最近把他们整得挺惨的；教室走廊里有

几个孩子往橱柜里塞书包，几个女孩脑袋扎

在一起不知在叨咕着什么，几个男生在“世

界地图”前指手画脚，却听不清他们具体说

了什么，还有几个孩子趴在桌上写东西或者

看书。

没有人理我。

放下东西，我到后边的“发现·问题·想

法”展板交流区浏览，已经有几个学生更新

了今天的内容。

周：我下午 3：30 放学，可是有好几次，

4：00 了我爸还不来接我，为什么大人老是

迟到？

吴：我发现，急诊科是一个过渡性科室，

因为当病人到急诊后，可以分流到不同的科

室。急诊科作为一个过渡性科室，与其他科

室有什么区别？

郑：早上遇到老纪（纪现梅，编者注），她

说冻死了，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冷，这

是为什么？为什么同样的温度，不同的人却

有不同的感觉？

王：我发现我长高了，以前是 143 厘米，

现在是 152 厘米，为什么以前老是不长个

儿？为什么这个学期长这么快？

赵：我发现猫很聪明，昨天老爸生气，它

知道躲得远远的，它是怎么知道老爸在生

气啊？

孙：双叉犀巨龟头顶上的角到底是干什

么的？

李：昨晚看了一本书，说世界来源于宇

宙大爆炸，那么在大爆炸之前，宇宙是什么

样子的？

我一边看一边想，今天该写什么呢？

嗯，这段时间我发现学生冯的情绪特别不容

易控制，这不，昨天下午足球比赛输了，他摔

桌子砸凳子，没办法，最后只好让他到操场

上溜一圈，疏解疏解。

那么，情绪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当情

绪一来的时候，人就无法控制自己？好，就

它了，写完之后像所有孩子一样，扎在展

板上。

按照惯例，8：00 上课铃一响，所有孩子

回到教室，思考策划今天做什么，如何安排，

这期间可以随便到后边展板上找灵感，也可

以上网查阅资料。

陆续有学生搞定，写在白板上——

李：观看纪录片《宇宙大爆炸》，了解宇

宙大爆炸的情况，进而推测爆炸之前宇宙是

什么样子。呈现方式：PPT讲解。

后来冯、陈、杨也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后

面，表示他们也对这件事感兴趣，要和李一

起做这件事儿。

孙：继续阅读《昆虫的社会》，弄懂双叉

犀巨龟的问题，完成自然笔记。呈现方式：

分享自然笔记。

篮球队成员：制订训练方案，操场训练

一小时。呈现方式：训练方案，结果汇报。

这一下子就出去了5个人。

韩：继续创作小说《巧克力大战》。呈现

方式：最新进展分享。

许、朱：去上美术课。呈现方式：一份素

描作品。

有教师最近开了一系列的素描课，包括

静物、动物、人物素描等，他俩每天都去上课

学习。

张：从大家提的问题中选取一些，上网

查阅解决。呈现方式：答案贴在走廊展

板上。

陈：到操场周围采集种子。呈现方式：

种子展，有实物，有文字说明。

这件事倒一下找到4个同盟者。

我：观看电影《头脑特工队》，解决自

己提出的情绪问题。呈现方式：写一篇科

普论文。

大约 10 点多的时候，陆续有学生把自

己的任务完成并展示了出来，这时候便开

始观看别人的成果，然后互相打分，基准分

10 分，加分或减分都要有具体的理由。那

些需要当众讲的就要想办法把大家集合到

教室里。

全部学生打分完毕之后，本人审核，如

有不妥，双方沟通，直到彼此接受。然后计

算出自己的总分和平均分，计入个人成长

档案。

这一环节结束之后，进入班级共读时

间，共读的书由师生共同推荐，每周一个主

题，或文学，或历史，或科普……保证阅读的

多样性。每次推荐抽签进行，抽到谁，谁推

荐，而且推荐要有理由。谁推荐的书，谁负

责带着大家共读。

今天读的是《大地何以怒吼：地震和火

山的故事》，丁推荐的科普类书。这类书女

孩子大多不喜欢，所以丁先放了一段火山的

视频，让大家提问题，这是我“原问课堂”的

理念，先提出问题，激发求知欲望。果然，效

果很不错。

这，就是我想要的班主任生活。

（作者单位系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轻松搞定班主任工作轻松搞定班主任工作

我与孩子们一起生活我与孩子们一起生活
□ 纪现梅

班主任确实很忙很累，但有些人总能从中找到高效
的工作方法和职业的幸福感。他们把和学生相处的时
光，变成了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美好生活。

我的班主任我的班主任
生活目标生活目标

□ 丁柏恩

□ 滕斌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