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班级生活的主体是学生，

但我们同样不可忽视作为配角与导

演地位的教师。那么，教师角色具

体涉及哪些方面呢？

社会责任下的教师角色。教师

是社会人，但其特殊地位决定了他

们在社会中的特殊作用。当今社

会，教师的职责绝不止于知识和技

能的传授，还应承担学生思想道德

的教育，使其树立正确的“三观”和

远大理想，为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

发展作出贡献。然而，随着改革的

深入和多元时代的复杂化，教师角

色的秉持日益艰难，“蒲苇韧如丝，

磐石无转移”的坚定和纯真因为少

部分教师的原因而大打折扣。所

以，教师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职业

素养，认真履行时代和人民赋予的

职责。教师关乎时代青年的成长，

关乎人类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进

步，任教一方，则应造福一方。

教育改革中的教师角色。为迎

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立足于全面

提高国民素质、提升综合国力，21世

纪伊始，教育部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改革给教育工作者带

来了惊喜，同时也带来了迷惘。改革

面前，教师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

色？如何与误导、摧残、禁锢等词语

分开？这就需要教师成为一个思想

者。思想者需要带着思想去探索，在

探索中寻获新思想。教师如果不机

械地执行上级规定和任务，不照搬他

人改革经验，而能不断寻求，不断发

现，不断整合与完善，再不断实践与

创新，新基础教育改革就有希望，这

是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

师生视野中的教师角色。教学

中教师对师生关系的认识直接影响

着教育质量的提升和教育改革事业

的发展。过去，在师生关系问题上，

国人给教师角色编织出一个个美丽

的光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太阳底

下最光辉的事业，燃烧自己照亮别

人，辛勤的园丁……“传统教师角色

观”视教师的作用为“传道、授业、解

惑”，认为“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

己要有一桶水”。此类传统角色认

识观是否拔高了教师的形象？是否

夸大了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

是否有矫枉过正的思想倾向？是否

尊重了学生个体成长的主体自觉地

位？是否有利于学生的终身发展？

传统教师角色光环再美再鲜亮，深

入改革的现在，教育工作者一定不

能受其迷惑，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

教师不应是知识、智慧和人格的简

单输出者、奉献者，而应是学生才智

与心智的导航者、启蒙者，学习方法

的给予者；教师不应是规定了既定

路线的雕塑者，而应是学生成人、成

才的助推者、培养者和因材施教者。

课程关系中的教师角色。教师

与课程的关系十分密切，课程是教

师施教的载体、施展的平台，如何在

方式与程度上掌控好课程关系中的

教师角色是一门艺术。新课程改革

要求教师挣脱传统角色束缚，塑造

时代教师新形象。新课程改革相对

于传统体现出一系列新的理念。例

如，是否仍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而

忽视了学生情感态度的重要性？这

是目标观的问题。是否抱残守缺而

忽视了课程内容与社会、生活发展

的联系及学生学习的兴趣、经验，全

然不顾课程内容该有的时代气息？

这是内容观的问题。是否仍整齐划

一地对课程进行机械又过于集中的

管理而不能积极开发并合理利用校

内外各种资源，不充分调动地方、学

校参与课程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这是资源和管理观的问题……

有了新的认识，课程关系中的教师

角色就有了依据：教师绝不是学科

知识的简单复制者、搬运工和传递

者，而应是新课程的开发设计者、创

造者；教师绝不是学生技能的灌输

者、宣讲与训练者，而应是激发引导

者和挖掘提升者；教师要完成由传

统“师者”向新课程中现代师者形象

的转变——注重学生差异，注重学

习过程，注重实际、实用和个性化，

注重学生学习的参与和反思。

自我观照中的教师角色。如今，

教育形势、教学内容和对象与以往有

了明显不同。教育工作者本身如果

不常以己自照，不认清教育现实，不

主动做顺应时代需要的教育人，那多

少算是失职。教师还必须是不断超

越自己的学习者。当然，教师也要时

不时停下步伐，对过去和正在做的以

及将来的工作进行评判和预期，所以

教师还必须是反思者。教师的自我

角色观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必须认清

“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要去哪

里”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教育

人的敏感和理智，才能够理解和客观

地对待学生，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

倾听他们的声音，才能有教育教学的

收获和职业幸福感。

教师角色转向何处

世界越来越复杂、多元，教育如

何帮助学生为明天做好准备，如何

让学生在时代大潮中把握命运，这

就需要教育工作者用心打造顺应潮

流的时代新人。

时代新人要有适应新阶段发展

需要的认知效能。这种认知与一直以

来我们所强调的单纯学科认知不同。

时代新人所需要的新认知，是能够反

映时代发展需求和新人认知特点的更

高层面的认知。认知世界的同时也要

认知自我。我们的教育似乎总是忽略

这一点，而专注于引导学生如何关照

外部世界，于是容易出现个性丧失而

缺乏独立能力的现象。认知自我是适

应时代环境的需要，这就如大自然的

变色龙，要对自我不断进行调整：当下

的是否是我需要的？改造世界的能力

不够，是否需要增强？此路不通，是否

需要改换策略？师生都需要在开放的

时代做思想开放的人。

时代新人要有融进新时代精神

的道德取向。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

都有道德方面的基本规范，对学生来

说，道德取向问题尤其要关注价值观

的树立。在这样一个大开放、大融合

的时代，人何以成人的问题应引起我

们的思考。社会价值的多元与急剧

变化，要求我们更新传统价值观。更

新不是更换，而是要求我们在发扬优

良传统、坚守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吐

故纳新，用变化和发展的眼光挖掘传

统对于当下的价值，融进新的时代精

神，独立选择，自觉整合与构建，直至

形成与新时期、新阶段一致的个人价

值观。当今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左

右人的思想和行为，作为个体的人，

需要树立责任和义务意识，要有尊重

他人与自己的态度，要有自觉遵纪守

法的意识和行为。社会公德的遵守

是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最基本要

求，社会公德的培养应是当下基础教

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时代新人要有与社会转型和民

族伟大复兴相吻合的精神力量。社

会纷繁复杂而又急剧变化，其间人

的内在精神状态影响人的生存和发

展质量。时代新人要有自信，自信

是向成功迈出的第一步。面对残酷

的现实和充满竞争的社会，我们要

有接纳自己的勇气和战胜困境的信

心，这是成为强者的时代需要，是成

功的第一秘诀。要生存发展，就需

要有适应新时代的应变能力，就需

要有敢于挑战的冲动和果敢。强者

制造时机，弱者坐失良机，只有善于

抓住机遇并为之做好充分准备，方

能临变不惊，成就自我，这是精神力

量的第二要义。平淡无奇的过往岁

月里只有少数人的阅历惊心动魄，

诡谲奇幻的明天必是风起云涌。这

需要我们有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

充满生命质感的新型班级生活

的构建，其实质是一场“研究造就人

生命自觉的教育实践”和“课堂革

命”，是对“充满希望、为了希望、创

生希望”的新型班级生活理想的召

唤。对学校这个生命场中的核心粒

子“班级”和教育的主战场“课堂”中

“人”关注和研究，势必会带动整个

学校生命质量的提升，这对于促进

学校的整体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单位分别系华南师范大

学中山附属中学、华南师范大学中

山附属小学）

呼唤什么样的“时代新人”

新型班级生活应是一种有灵

魂、有目标的生活。社会和教育领

域的多元性，要求每个教育工作者

作出正确的选择，这确实考验着我

们的认知水平和教育情怀。当铺天

盖地的“教育旗帜”飞扬，我们何去

何从？班级生活具有它的特殊性，

时代呼唤理想新人，叶澜提出的“新

基础教育”将培养学生的行为方式、

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促成学生的

精神发育、提升学生的学习境界等

四个维度的内容作为目标核心，其

内容涉及学生策划、践行、反思与重

建等行为方式的养成，涉及积极性

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复杂性思维等

思维品质的提升，涉及情感、道德与

信仰的健康发展，以及在日常生活

中学会学习、实现学习、享受学习的

意识和能力的形成。这种班级建设

的价值取向与育人目标，是关乎“人

的生命”的伟大工程。班级建设是

一项教育实践，这种实践活动追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自我实现，这样

的班级生活才是完整与幸福的。有

灵魂、有目标的生活是班级生活应

有的色彩。

新型班级生活应是一种内容厚

实、结构明晰的生活。班级是一个可

塑性极强的实践场、养料富足的开拓

地，包含着丰富的育人资源。传统的

班级生活简单重复、枯燥乏味，难以

适应新时期、新阶段对时代新人的特

定要求。因此，科学构建具有丰富内

容和合理结构的班级生活势在必

行。“新基础教育”对此做了重构，它

将班级生活分为3个层次：班级组织、

班级活动、班级文化。围绕这些层

面，我们可以构建厚实、系统的内容，

开发班级建设广阔的资源空间。以

班级文化建设为例，华南师大中山附

中既重视学校、班级的硬文化，又推

崇隐性的软文化。学校赋予校园的

每一个角落、教室的每一面墙壁以教

育性，注重卫生和布置，规范桌面学

习用品摆放，开展班级文化建设评

比，进行“五星”班级考核。结合班级

特色给每个班级命名，践行学校以优

美文字表述的“制度”——“十五条”，

创建“宿舍学院”，在各部、各年级推

行“学习礼服文化，展俊雅学子风采”

的礼服制，等等。质地厚重的德育内

容，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班级生活，

开辟了广阔的育人空间，形成了良好

的发展状态。

新型班级生活应是一种师生自

觉、相互成就的生活。班级中教师

和学生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影响

和反映着班级生活的质量。就教师

而言，一些班主任治班往往缺乏“大

略”而专注眼前、目光短浅，他们期

望把有棱角的学生变成一个个“顺

着眼”的祥林嫂，全然不顾是否在育

人，是否“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而促

成学生生命的成长；一些班主任往

往处于被动的工作状态，缺乏班级

设计的整体结构意识，看“红旗”办

事，听“号令”作业，主观经验主义和

自我满足心理强烈，因循守旧，故步

自封；一些班主任创造欲低下，班级

建设的自我意识不强，成就学生的

影响力有限。就学生而言，他们习

惯了班主任的“掌控”“安排”和“监

督”，主观能动意识和创造性被钳

制，不能真正完全参与班级建设和

生活，不能完全贡献自己的聪明才

智。班级生活中，这样的师生状态

势必导致班集体的发育不良：不论

是班级组织、班级文化还是班级活

动，都只会残缺不全、畸形发展。建

构师生自觉的班级生活才是班集体

的建设之道，它是班级建设的源泉，

既能让班级生活历久弥新、生生不

息，又能师生相长、相互成就。如

此，班主任才能收获职业的幸福，学

生才能享受成长的快乐。

新型班级生活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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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刊班主任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10版
2018年6月6日

主编手记

同学，是教室里最主要的人际关

系。教室里每天都在发生着“同学”关

系。“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如果

长期处于“独学而无友”的状态，久而久

之必然陷入“孤陋而寡闻”的困境。同学

不只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动词。同学

是一起学、共同学、相互学。

但是，同学关系正在因过度的分数竞

争而发生异化。如果同学之间总是拿分

数交往，同学的关系就被单一化了，真正

的同学关系就可能被分数遮蔽。所以，我

们在媒体上不时看到，有一种同学叫“熟

悉的陌生人”，还有一种同学叫“伤不起”。

同学是一种关系，关系需要经营。

在课改背景下，班改要更好地助力课改，

就需要建立相互欣赏、相互支持的同学

文化，同学之间需要建立新的交往逻辑。

那么，作为班主任，你如何经营同学

关系呢？让同学真正成为同学，你又做

过多少努力呢？

台北国语实验小学语文教师李玉贵

一直重视同学关系的建立。在她看来，

“真正的同学关系是成为互学共学的伙

伴，这样学生才会有存在感，才会互相合

作，不会的时候才愿意说出自己的不会”。

李玉贵曾讲过一个例子。她带一年

级学生时，开学大概一个月，班上的同学

都相互熟悉了，她会设计一个有意思的

“女孩周”活动——就是这周班上女生可

以选男生做她的同桌，但是选择同桌时

有一个要求：女生要发现男生的优点。

选择一个男生做同桌，至少要写出他的

3个优点；如果女生选择两个人，至少写

出男生的两个优点。

所以，这一周女生都会用心观察发现

男生的优点，在周五前女生会把自己的

“决定”放到“心愿箱”里。智慧的李玉贵

会提前查看“心愿箱”，如果哪个男生没被

人选，她就会有意识地引导女生关注，然

后用这段时间观察那个男生有没有表现

好的时候。往往因为老师的提醒，许多女

生会发现并写下那些男生的优点。

李玉贵还会提前带全班男同学一起

练习感谢别人的邀请：只要有人选你，我

们一定要答应。因为她发现我们的优点

了，所以只要有人邀请，一定要说：谢谢

你的邀请。然后，两人手牵手讨论要坐

哪个位置。

这就是一位智慧教师引导学生建立

同学关系的创意。许多时候，一种关系

的营造需要有创意的活动来支撑。

与李玉贵的“女孩周”活动有异曲同

工之妙的是美国中小学的“习惯树”。据

说，美国一些学校的教室里会绘制一张

叫作“习惯树”的海报，作为学生品格教

育的参照纲领。习惯树涵盖 7 个习惯，

分别是：积极主动；有目标，有计划；做事

分主次；从双赢的角度出发，利己利人；

先理解别人，再求被人理解；协同、合作

会更好；磨刀不误砍柴工。

我发现，7个习惯中有3个都是在促

进同学关系的建立。

比如第四个习惯“从双赢的角度出

发，利己利人”，进一步的文字解释是：我

勇于争取自己想要的，但我同时也会考

虑别人的需求。我在别人的情感银行账

号里放下我的存款。有矛盾的时候，我

寻找能平衡彼此需求的解决方案。

比如第五个习惯“先理解别人，再求

被人理解”，他们的解读是：我仔细聆听别

人的想法和情感，我努力从他人角度理解

问题。听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不插嘴、不打

扰。我很有信心说出自己的主意，别人说

话的时候，我直视他的眼睛。

还有第六个习惯“协同、合作会更

好”，具体的解读是：我欣赏别人的优点，

向他们学习。我和大家很好相处，即使他

们和我很不一样。我能有效地进行团队

合作，因为我知道合作比单打独斗能带

来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保持谦虚的精神。

这三个习惯可以很好地支持同学之

间建立相互学习、相互理解、相互协作的

关系。当然，这些习惯可以通过海报来

提醒，更重要的是，通过具体的活动来不

断练习。如此，同学才可能真正成为同

学，同学这一教室里最大的教育资源才

能得以开发。

同学关系的建立
□褚清源

建设一种新型班级生活建设一种新型班级生活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

澜认为，学校应该是一个生命

场，要有生命质感。要使班级具

有生命质感，就必须深入开展“课

堂革命”，明确教室中的“人”以及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教育

“回归本分”“回归初心”，精心

开展班级生活，追寻新型

班级生活。

班改解码班改解码

□高 华 邵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