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级
合伙人

主编：褚清源 电话：010-82296784 编辑：崔斌斌 电话：010-8229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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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小宇和体委打起来了，你

快去看看吧！”一个学生飞似地跑到办

公室，气喘吁吁地对我说。我赶紧跑

到教室，打架已经结束，但小宇脸上愤

愤不平，体委满脸无辜。

两个孩子到了办公室讲起原因。

原来，小宇做操的时候没有好好做，体

委一再提醒，但是他始终不配合，于是

嘴不能解决问题，就靠拳头来解决。

安抚了体委，身边只剩下小宇

了。这是一个别人眼中的“问题学

生”，刚接这个班，就从其他教师那里

听说了他的大名。三年级时，他敢在

课堂上公然打老师，批评教育时他就

躺在地上撒泼耍赖。在我的课上，他

安生了一阵子，但是在其他课上，他还

是教师告状的“家常户”。

这样的孩子，严厉批评的作用不

大。所以我耐心和他讲了半天道理，

他终于答应好好管住自己，不再随便

和别人打架。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周二一天，小

宇因为打架3次被“请”进办公室。最

后一次，我强压着怒火，开导了他半

天。最后，我们双方达成协议：如果他

再打架，直接请家长！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周三小

宇又和同学打架了，还直接顶撞老

师。这次我忍无可忍，于是把他叫到

办公室直接摊牌：请家长！

家长态度很好，也很配合，放学我

送其他学生时，小宇妈妈就在校门口

等着。到办公室，小宇妈妈说：“孩子

这学期其实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之前

因为小宇爸爸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

气，孩子一犯错就打，所以对孩子的性

格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了解具体情况

以后，我把小宇叫到办公室，又和家长

一起开导了他半天。最后，孩子答应

慢慢控制自己的脾气。

我问小宇，你有什么小愿望吗？

他说最想得到一双几百元的足球鞋。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几百元的礼物确实

超出了预算。但是家长狠下心说：只要

孩子能改掉这个毛病，一定舍得“投

资”。与家长商量以后，我和小宇说：

“如果一周不打架，我就奖励你一枚青

檀币（学校的一种奖励卡片），连续获得

四枚，你就可以拿到梦寐以求的足球

鞋！”孩子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并保证以

后努力管住自己。

之后，我发现他上课坐姿、听课状

态等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也没有再像

以前那样闯祸。这说明那次谈心确实

深入了小宇的心里，他非常想进步，并

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回报。

又过了几周，小宇真的连续得到

了四枚青檀币，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愿

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取得了巨大的

进步，并得到了其他孩子的认可。

小宇有了一些进步，我内心的成

就感也油然而生。也许，这就是班主

任虽然累但是比较幸福的原因所在。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石家庄市谈

固小学）

问题学生“修理”记
□程子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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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在微信群看到了一个案例：

学生小陈反映，宿舍里自己的洗衣粉等

个人用品经常消耗很快，她怀疑有同学偷用

了自己的东西。为此她请你帮忙查一查，并

警告偷东西的“贼”。作为班主任，你会如何

处理？

群里的班主任纷纷支招。

有教师说，从舍员那里了解情况，有针

对性地与用他人日用品的学生沟通，询问

生活是否有困难；同时召开班委会、班会，

征求班级意见，建议宿舍用品（洗衣粉、沐

浴露、衣架等）统一购买，共同使用，让宿舍

有温馨的家园氛围。

有教师说，之前自己的处理方式是，召集

一个宿舍的学生开会，个人用品可以选择公

用也可以自己用自己的，结果那个独自用自

己日常用品的学生，在班上显得很不合群，有

什么活动其他同学基本也不考虑他……

有教师说，首先了解小陈与宿舍同学之

间的人际关系，确认小陈的判断是否正确，是

否有别的矛盾。如果小陈个人生活比较节

约，就要先肯定她这种生活习惯，再告诉她不

要用类似“偷”“贼”这么严重的字眼，把这件

事交给老师处理……

有教师补充，学生在宿舍住久了，相处的

就像亲姐妹或亲兄弟，彼此之间有时不分你

我，所以洗漱用品相互用是一种友谊的体

现。除非同宿舍的人相处不够好，才会出现

案例中的现象。

……

总之，多数教师认为：一是应该做小陈的

工作，不要用“偷”“贼”这样的字眼；二是宿舍

成员相互用洗漱日用品，并不算什么太严重

的事情……

然而，我认为这是一个关于人与人之间

的“边界”问题。难道你不觉得，在我国人们

的边界意识很模糊吗？

我清楚地记得，大约在我 4 岁多拥有了

一个非常精致的小汤匙，亮晶晶、沉甸甸，让

人爱不释手。然而好景不长，我表姐的女儿

来我家，她只比我小一岁，临走时哭着闹着

要把小汤匙拥为己有。我自是不乐意的。

但母亲告诉我，我是她的小姨，我是长辈，要

让着晚辈。我大哭，我不要这个只比我小一

岁的表侄女，谁让她一来就抢我的心爱之

物。母亲一顿批评：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你

怎么这么小气……

事过多年，我直到现在还纳闷：她想霸

占我的小汤匙，我就必须给？我不给，倒成

了我小气、我不懂事？这算什么逻辑？这一

番经历曾一度让我怀疑妈妈的爱，甚至长大

后还时不时出现“不配拥有”美好事物的自

卑感。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许多人身上。

所以，对于文章开头的这一案例，我认

为，首先需要加强学生的边界意识和规则意

识。是谁的就是谁的，中国自古就有“亲兄

弟，明算账”的俗语。一个寝室里的人公用日

用品，会产生许多弊端：首先，不利于卫生。

其次，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不一样，有人习惯用

的洗浴用品价格昂贵，有的便宜；有的节俭，

有的浪费。这样公用起来就是一笔糊涂账，

很容易导致大家心里不痛快。再次，现在学

生都较为重视人权，私人财产也是人权的一

部分。洗衣粉、洗发水等本就属于私有财产，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小陈能主动反

映情况，倒是代表着社会的进步。

针对这一案例，我认为：教师可以先与小

陈私下沟通。沟通的时候，可以借鉴《正面管

教》一书的内容，注意以下四点：

一是表达出对小陈的理解：“小陈，我敢

肯定，你看到自己的洗衣粉用得那么快，会感

到很生气。”

二是表达出对小陈的同情：“记得我上学

的时候，有一次看到自己刚买的洗衣粉才过

一周就只剩下一半，我也特别生气。因为我

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妈妈给我的生活费有

限，我心疼啊！”

三是告诉小陈你现在的感受：“所以，现

在我看到你这么生气，好心疼。我好像看到

了当年的自己。”

当你做完以上三点，小陈就容易接纳你

的观点了。这时候，可以让小陈关注于解决

问题：“不过据我所知，是同寝室的同学没有

边界意识，把你当成好姐妹，所以擅自用了你

的洗衣粉。她们这样做当然是不妥当的，不

过这算不上偷。咱们班马上要开一个讨论边

界意识的班会，你愿不愿意用不含敌意的语

言，阐述一下加强边界意识的观点？如果你

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可以上网查一查，或者

我可以帮你组织……”

到了这里，有些人提出了情商的问题。

我想，忍气吞声不仅不能算高情商，还可能导

致产生心理问题。而且，许多孩子之所以选

择公用日用品，恐怕不是真心想这样，而是被

绑架——因为，你若不愿意别人用你的日用

品，你就会被孤立。所以，民主固然是少数服

从多数，但是民主的核心理念是尊重，是妥

协，是平等。因为不同意日用品公用就无形

中被孤立，这不是民主。

如果这个关于边界意识的班会由我组

织，我会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教室里撤掉桌子，只留椅子（如果有

桌子，学生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学生围成一

个圈，教师与学生一样坐着，以示平等。

二是我会把自己小时候的遭遇和网上看

到的案例，让学生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呈现出

来。学生在角色扮演后谈体会，就很容易认

识到边界意识的重要性。

三是学生探讨结束后，我会旗帜鲜明地

号召大家加强边界意识。

四是让大家谈寝室公用日用品的利与

弊，并选择自己应该怎么做。因为有以上的

程序做铺垫，学生必然会理解公用日用品的

弊端。

五是一起讨论为了调解现实状况和“边界

意识”问题，该怎么做？让学生自己想办法。

六是教师最后强调：在整个讨论中，没有

错误的观点。如果你愿意将自己的私人物品

拿出来公用，你的人缘会比较好，这也说明了

你的价值取向是以人际关系为重的；如果你

不喜欢别人不打招呼就用你的东西，说明你

崇尚自由、维权意识较强……所以，这个教室

里所有人都是好孩子，都是教育者，也都是被

教育者（包括教师自己也在受教育）。

我相信，通过这样的班会，绝不会有学生

认为小陈的举动是小气，他们在心中也会树

立起边界意识。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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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之间的边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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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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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带的班级有什么小组

文化，又有什么特色制度，开展了哪些

独特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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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以载道，文以纪事。《班主任周刊》是中国教师报为

全国班主任“烹制”的一道丰富而系统的营养大餐！这里

有育人理念、管理智慧和班改经验的交流与碰撞，是强大

的思想磁场；这里有最好的成长蓝图和成长样本，是不竭

的前行动力！

相信她一定能带领新时代的班

主任过上“专业的教育生活”。

李 剑 四川省遂州外国语小学校

我为《班主任周刊》代言

为了让教师更快地熟悉其所带所教学生

的情况，为了让家长配合教师做更好的课外

“小老师”，为了让家长更多地了解学校，许多

学校在开学初都会召开“新学期家长会”。根

据多年来担任班主任的经验，我建议教师精心

准备并着重注意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会前准备，显示专业

穿着要显正式感。教师要穿戴得体，举止

大方。新时代的教师，穿戴要时尚而不夸张，

举止要大方而不造作。不要浓妆艳抹，不要花

里胡哨，不要手舞足蹈，不要手足无措。“穿衣

打扮亮家当”，家长第一眼看到你，先是看你的

外在形象，而内在实力需要一个慢慢被发现的

过程。所以，让自信的微笑洋溢在脸上，让美

丽的形象由表及里。

教室要有温馨感。教室要窗明几净，一尘

不染。黑板要写上家长会主题，图文并茂。设

想一下，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在图文并茂的

黑板前，在班级视频的播放中，一位气宇不凡

的教师，面带微笑迎接家长的到来。电脑里有

幻灯片，桌上有讲稿，心中有目标，从容不迫，

游刃有余。刚一亮相，家长就会认定你是一个

有专业水准的班主任，他们一定会在心里为自

己的孩子感到庆幸。所以，各位班主任请注意

细节，把工作做专业。

迎宾要有仪式感。

迎候。安排几名学生干部在教室门口迎

候家长。其中一人说：“这是某某班，欢迎您的

到来！”几人说：“请进！”两人手掌向上，用手势

和相应的肢体语言表达“请进”。

引领。几名学生干部负责将家长引领到

孩子的座位上。提前提醒班里所有孩子，告诉

家长教室所在位置和具体座位。引导员手里

要有一张普通座次表备用。

签到。几名学生干部负责家长签到。签

到表要用专门设计的特殊座次表，便于教师迅

速“对号入座”，也为迅速记住家长的名字创造

良机。提醒签到员不要着急，等家长坐稳后，

再有礼貌地上前请家长在自己孩子的名字下

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会上所讲，家长所想

召开一次成功的家长会，准备工作绝不是

一天或几天的事情，甚至不是一个星期或一个

月的事情，家长会作为学校联系家庭的一个重

要平台，必须根据家长的需求进行准备。那

么，家长需要什么？

明确家长会主题。班主任要问自己：“第

一次召开家长会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收到什

么效果？”

如果我们想让家长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首先要做的就是唤醒家长心中

“沉睡的巨人”，因为家长也需要激励。推荐比

较激励家长的一句话：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

们都有冲到终点并取得优异成绩的机会。班

主任可以从中提炼家长会的主题。

给予家长信心。在第一次家长会上，教师

可以从本班学生特点、班级现状分析、教育工

作计划、学生安全及家校配合、家长注意事项

等家长关心的问题，向家长作详细的讲解，让

家长全方位了解学生在学校开展的各种活动，

并就家长的提问作出回答，让家长一进入这个

全新的环境，一听到教师的阐述，就对教师和

学校充满信心。家长的信心有时会直接影响

孩子的信心，所以第一次家长会，一定要让家

长对教师充满信心。

加强家校沟通。第一次家长会，重点是沟

通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的问题。教师要

加强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争取家长对学校

教育的理解。家长会上，教师要虚心听取家长

的需求和意见，这有助于全面了解每一个学

生。可以提前给家长准备好纸笔，让家长写下

真诚的期待，更为以后家校沟通打下良好的

基础。

会后效果，贯穿日常

站在家长的角度，他们最想了解孩子在学

校的表现。对于新班级而言，家长特别关心孩

子的学习，担心孩子的生活，纠结孩子的人际

关系等。所以在入学之初，就要密切关注学

生，积累相关素材，将学生日常行为进行记录，

作为家长会的素材。所以说，家长会不是短期

的事情，而是贯穿一段时间的工作。

新学期家长会的召开，会加强家长与教师

之间的联系和沟通。相信有了家长的全力配

合，孩子们能更快地适应学校生活。有时，这

也能一定程度上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让教与

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单位系北大培文聊城实验学校）

如何开好新学期家长会
□赵 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