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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您看，这是我的寒假作业，

做得好吧？”看着阿卜杜乃比江期待的

眼神，我认真地翻阅起来。每个生字都

标注了拼音，每个重点词语都解释得清

清楚楚，每篇阅读也都做完了。我点点

头：不错，做得很认真，宝贝，你是班里

寒假作业做得最认真的。听我这么说，

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内心很欣慰，

心想：他的变化可真大啊！

记得刚开始带他们班语文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阿卜杜乃比江：个子虽然矮

小但总是喜欢坐后面，喜欢透过窗户看

外面的操场；总是上课铃声响完四五分

钟后，他才拍着篮球不慌不忙地走进教

室；上课的时候，总喜欢左右捣乱；下课

铃声一响，他就跑得没影了；作业也不

交，不是忘在家里，就是没有写完……

看着这孩子的学习态度，我想，总不能

让他就这样下去，得想办法改变。

从哪里下手呢？每次上课，他总是

拿着篮球进教室，平时利用一切可利用

的时间训练，了解到这个孩子有股不服

输的劲头，我心想：孩子喜欢体育运动

又不服输，这或许是一个突破口。

我找到了体育老师艾力江，希望他

可以为这个孩子选择一个合适的体育

项目。谁知，体育老师也早就注意到了

他，心中已有了计划。

一段时间后，阿卜杜乃比江兴奋地

告诉我：“老师，我被选拔到学校足球队

了。如果训练得好，我还可以去库尔勒

参加全州青少年足球比赛。艾力江老

师说，如果我不好好学习，就不让我参

加了。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这个消息让我惊喜不已。看着孩子激

动的表情，我和他击掌为盟：只要不耽

误学习，我这边全力支持，有何需要尽

管开口。

仿佛是拨开了迷雾，阿卜杜乃比江

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主动调整座位，把

自己的桌子从教室的后面搬到了前面；

上课铃响了，虽然偶尔也迟到，但是一

路跑进教室；开始认真听课了，虽然有

时依旧心不在焉，但是已经跟着翻书

了；作业开始交了，虽然也会空着一些，

但是做的地方比空的地方多……看到

他的变化，我隔几天就会在班里表扬一

下。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周五班

会课，我带着学生在班里训练朗诵，阿

卜杜乃比江跟我说：“老师，我不想朗

诵，我想去操场训练。我保证不偷懒，

行不行？”看着孩子渴望的眼神，我无法

拒绝。后来艾力江老师说：他无意间透

过窗户，看到烈日炎炎的球场上，阿卜

杜乃比江一个人练习运球、颠球、射门，

一分钟都没停下……

终于，阿卜杜乃比江所在的学校足

球队要去400多公里以外的库尔勒参加

比赛。我给他提出要求：每天坚持写日

记，记录当天的情况。他一口答应。临

行前，我专门给他送行，给足球队拍

照。镜头里，阿卜杜乃比江满脸自信地

看着我。

几天后，孩子们比赛回来了。下午正

好有一节自习课，我请阿卜杜乃比江拿出

日记本，与全班同学分享他外出比赛的经

历。当他讲到自己为了足球队的荣誉带

病上场时，班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也许是因为足球比赛给他带来了

太多的触动，阿卜杜乃比江上课的状态

越来越好，作业竟然也开始非常认真地

一笔一画写完。谈到梦想时，他坚定地

说：“科比知道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

我知道泽普凌晨四点的样子。我要进

新疆足球队，我要进国家足球队。”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阿卜杜乃比

江的各科成绩名列全班第一。寒假期

间，阿卜杜乃比江毫不犹豫地跟着艾力

江老师参加了为期20天的训练。那段时

间，他主动把一些练习册送到同学家里，

还能按时给班级浇花，寒假结束后班级

的花全部存活。

梦想，不是做着梦想想而已。阿卜

杜乃比江，你的足球，你的梦想，就用你

的汗水、泪水去实现吧。我会默默地陪

着你，期待你实现梦想的那一天。

（作者单位系新疆泽普石油基地巴

州石油二中）

那个爱踢足球的孩子

□吴菊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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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选课““风波风波””
3月，学校安排部分班主任外出学习，为期

3 天。这是我第一次如此长时间离开我的学

生。出发两周前，我开始有意识地训练班委们

组织每天的日常活动，以保证我不在学校的情

况下，学生也能有序地进行日常学习和生活。

除此之外，我还将这三天内需要完成的工作及

日常细节全部写了下来，以便帮助代班班主任

进行班级管理。

原本以为准备工作做得很完善，但意外还

是发生了。在学习回来的路上，我接到了学生

S的电话，他说自己错选了第一批学农的课程，

现在课退不掉了。

我们年级原定 4 月份对所有学生进行学

农教育。但由于学生过多，学习需要分成两批

进行，我们班在第二批。

学生S的电话让我很疑惑，他们是从哪里

听到的选课消息？刚安抚完 S，这边年级负责

人王老师也来通知我，说我们班许多学生选

了第一批学农课程，导致原本应该选课的学

生现在无课可选。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赶紧在微信家长群和学生群中发送了消息，

让已选课的学生退课，未选课的学生不再进

行选课。

紧接着学生Z的电话就打来了，她也选了

课。我赶紧问她是从哪里听到的选课消息。

Z 说最早是同学 W 在学生群里转发了一条消

息。由于消息口吻像是某班教师，再加上网上

剩下的课程名额不多了，于是大家就抢着把课

选了。选完后才发现，课程时间与第二批学农

时间不符，想要退课却在选课系统中找不到相

应的方式。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没有接

到我的通知，许多学生就进行了选课？为什么

在看到选课消息的第一时间，学生没有产生怀

疑，也没有向任何教师进行询问？

第二天回到学校，初步了解了情况后，我

开始思考如何对全班学生进行教育。我希望

通过此次事件帮助学生学会辨识网络上的海

量信息，树立正确的认知，而不是盲目地跟风。

首先，我想了解班里大部分学生如何对待

网络上的选课信息，以及他们对此次事件的看

法。于是，在晨检期间，我以问卷的形式在全

班进行了调查，问题如下：

1. 你认为自己在此次选课风波中扮演了

怎样的角色？（谣言制造者、参与者、旁观者、受

害者）

2. 是什么原因导致此次事件的发生？

3. 你对班主任、老师的信任度是多少？

4. 此类事件可以避免吗？如何避免？

5. 什么原因致使你没有避开谣言？或没

有帮助他人避开谣言？

在翻看学生问卷答案的过程中，我发现了

一些问题——学生认为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

是别人，而自己的问题只占小部分，而且大部

分学生认为自己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和旁观

者。同时，一方面几乎所有学生都说对班主

任、任课教师的信任度为100%，另一方面在整

个事件发生过程中，没有一名学生或家长及时

向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确认选课信息。从回答

中我能看出，学生并不是非常明确自己的问题

在哪里，也不理解为什么其他班也有人选错了

课，而我们班却要为此等“小事”兴师动众。

结合他们的答案，我进行了全班教育，目

的是希望他们由小见大，深化认识，做到防微

杜渐。我先向学生反馈了他们的答案，听着自

己和其他人的选项，学生们说说笑笑，觉得很

有趣、很开心。

对于学生的这一反应，我没有表态，而是给

他们讲了几个传播谣言的案例：非典时传播盐

能防病，导致各超市食盐一抢而空；网传塑料粉

丝、塑料紫菜，致使行业损失难以统计……我同

时告知学生，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有可能触

犯相关法律法规。

“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我在黑

板上写下这句话并让学生展开讨论。紧接着，

我抛出问题：“这次你们深信微信传言的根据

是什么？如何成为止流言的智者？流言是没

收手机就能停止的吗？”班里一片安静。从学

生的表情中我可以看出，此时学生才真正收起

了玩闹之心，开始认真思考起来。

接着，我对学生进行了表扬与批评：“我要

表扬班长，他尝试辟谣并提醒大家等候班主任

的通知，他起到了一名班委的带头表率作用。

但我也要对那些认为自己是旁观者的学生提

出批评，作为一个班集体，你们中间不存在任

何旁观者。如果你发现了那条信息，能更早地

站出来进行质疑，那么可能会阻止更多的同学

陷入选课的麻烦。”

由此，我又在黑板上写下了另一句话：“智

者止流言。”再次面对这个问题，学生的答案已

经改变了：“先思考，质疑消息是否真实可靠”

“不发没获得证实的消息”“通知老师，让老师

出面辨真伪”“在班里阻止流言继续传播”……

我又提问：“网络时代信息量很大，没有

老师的时候怎么办？老师也不能辨别真伪

的问题又怎么办？我们能不能从根本上杜

绝此类问题？”学生答道，“慎重转发、传播消

息”“面对信息先辨别真伪，不能辨别不传

播，真实可靠再发布”“我们需要对自己所发

的内容负责”……

最后，我在黑板上又写下一句话：“莫让微

信成‘危信’，也莫让微信失威信！”并告诉学

生，慎言、慎行才能成为一名有威信并受人尊

敬的人。

之后，我单独找了第一个转发微信的 W

同学谈话，她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给老师

和同学造成的麻烦感到抱歉。

处理完此次事件后，我对整个事件做了一

个总结：一是善于发现“小问题”，并及时处

理。作为班主任，要在各方面竭尽全力做到防

患于未然，学生间出现的小问题要及时处理，

可避免产生更大的麻烦。二是班内无小事。

每一件细小的事件都可能反映出班级内部存

在的一个大问题，甚至是某个社会问题。作为

班主任，如果在某些小事上能处理及时得当，

也许能帮助学生在未来面对社会大事时作出

正确判断。三是抓住教育契机。班级40多个

学生一起学习、生活，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问

题。而处于青春期的学生，他们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还未完全形成，难免思想不成熟。在处理

班级事务时，教师要抓住教育契机，帮助学生

学习，推动学生思考，使学生在思辨过程中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让学生在这个过程

中不断成长。

一个星期后的某天晚上，学生们又比我

先 收 到 了 消 息 ，说 第 二 批 学 农 选 课 开 始

了。不过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没有

急着选课，也没有盲目转发，而是先给我打

电话询问消息的真伪。我向年级组长确认

了消息后告诉他们：“你们盼望已久的学农

选课真的开始了。”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韩 琰

班级
合伙人

我想做一名班主任，怀着爱满天下的情怀、因材施教的理念，努力成长

为明日之师、明白之师、明亮之师！用一颗心去触动另一颗心，用自己的生

命去点燃学生的生命！

我坚信，《中国教师报·班主任周刊》一定

会给我们这些未来的教师指明前进的方向，照

亮未来的道路！

赵振东 洛阳师范学院“大地明师”研习班学员

我为《班主任周刊》代言

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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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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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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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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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9 月 1 日，我们相遇了，我们相识

了。我想，应该是缘分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组

成了七年级三班。

“卓越三班，豪气冲天；展现自我，一路高

攀！”这句话每天都激励着我和我的56个小天

使，这是我们七（3）班的班级口号。

打造卓越班级，是我的目标。让学生在杜

郎口中学的每一天都积极地展现自我，勇敢攀

登，这是我的期盼。开学后的一节语文示范

课，开启了七（3）班精彩的篇章；入学后的军训

和兔子舞的练习，见证了七（3）班学生的规范；

舞蹈《大梦想家》的比赛，点燃了学生的激情。

我始终相信：我们是最棒的。

这是我成为妈妈以来第一年当班主任。

我明白，我拥有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要做到身

正为范，另一方面要做到严爱有加。我爱我的

班，因为这是一个“爱的乐园”。

班里部分女生的地理识图能力不强，学

生刘欣悦和李艺璇就把所学的地理图形画

在黑板上，让同学们一起学习。当我走进

教室，看到黑板上所呈现的图画时，我的眼

睛湿润了……

作为这些可爱孩子的引导者，我必须用

自己的真诚对待每一个充满爱的人。冬天到

了，看到有的学生手裂了，我心里好一阵心

疼，引导他们每天晚上用热水洗洗，然后涂上

护手霜。我为他们买了几支护手霜，放在班

级公共抽屉里。看到孩子们开心的笑容，我

的心暖暖的。

班里有个孩子叫小新（化名），他的学习能

力不强，学习习惯也不好，他和特别忙碌的爸

爸一起生活。我想，我应该拿出更多的爱关心

和守护这个孩子。

开学后的第一周，每个学生都穿着干净

的校服来到教室，只有小新……能看得出，他

尽力洗了，只是没洗干净。那天中午，我在宿

舍帮他把衣服又重新洗了一遍。当我把衣服

拿给小新时，学生袁恒旺跟他说：“好好穿，自

己注意点，别那么快又弄脏了。”学生张旭祥

说：“小新，以后放学我们一起回家，衣服我们

一起洗。”学生崔文豪每次回家带来牛奶和火

腿肠，都会分给小新一些。听到他们所说的，

看到他们所做的，我心里感觉很温暖。这群

可爱的孩子心地如此善良，我还有什么理由

不爱他们呢？

小新的生日到了，我和学生策划如何为他

庆祝。那天正好有田径运动会，小新是运动会

的志愿者。学生刘欣悦和李艺璇提前装饰了

教室，有人还准备了蛋糕、饮品、水果等。小新

因为运动会回来比较晚，有几个学生一直在楼

梯口等他。当小新在教室门口睁开眼时，五颜

六色的彩带花绽放开来，大家异常兴奋地喊

着。许愿，吹蜡烛，唱生日快乐歌，切蛋糕……

每个人脸上洋溢着幸福，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了下来。

欢声笑语荡漾在七（3）班，56个孩子为生活

在这样一个大家庭感到幸福，这个家庭也因为

有56个孩子而显得异常温暖甜蜜、活力四射。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

杜郎口中学的卓越三班
□田 敏

班级
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