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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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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说：“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除非有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是辛苦的，

除非有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空虚的，

除非有热望；所有的热望是盲目的，除

非有爱。”

我叫於阳，担任班主任工作已有

22 年。我和所有在平凡岗位上工作

的人一样，都希望用自己的热爱和努

力将工作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有成

就感。

我从小就在从事教育工作的母亲

和姑姑身边长大，看着她们在灯下备

课，看着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教师这份

工作的美好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心灵创可贴”

作为班主任，在关注孩子学习的

同时，也要在生活上给予他们无限的

关怀，要学会关注学生和他们背后的

家庭。

为了真正了解学生，我曾变身“跟

踪狂”。

记得有一年带六年级毕业班，班

上有个男孩黑黑瘦瘦的，平时非常安

静。当时学生都在学校吃午饭，可这

个孩子每天中午却坚持要回家。问及

原因，他也不说，但奇怪的是他总要

看几眼学校的饭菜才走。一次我悄悄

地跟着这个学生，发现他走进了菜

场，在一个摊位边吃起泡饭来。原

来，孩子的父母在外地双双下岗，他

由爷爷奶奶抚养，老人在菜场卖些葱

姜维持生计，根本没有精力教育孩

子，这孩子学习基础又差，因此成绩

不太理想。

于是我经常找他谈心，并利用放

学后的时间为他补习功课。六年级的

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看他面黄肌

瘦，我经常把家里做的饭菜带给他，还

给他买些学习用品，鼓励他好好学

习。终于，这个男孩的学习有了进步，

进入心仪的初中继续学习。

为了深入了解每个孩子的具体家

庭情况，我一直坚持“百分百家访”。

对 于 家 访 ，我 有 自 己 的 一 套 方

案：如果接手一个新的班级，开学前

对 班 里 50%的 学 生 进 行 家 访 ，另 外

50% 的 学 生 在 一 个 学 期 内 完 成 家

访。如果是自己一直带的班级，每

学期我都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列

一个家访计划：学生患病，缺席一周

以上；学生学习成绩突然下降或品

行不端，需要及时与家长联系；学生

（特别是后进生）有进步时，需要当

着学生的面向家长汇报，给他们以

热情的鼓励……这么多年来，在学

校附近每一条曲折的大街小巷中，

都曾留下我的足迹。

在班主任工作中，我非常注重与

家长深度沟通。

教三年级时有一个转学来的小

女孩，小小的个子，秀气极了。排队

做操、上课下课、做作业她都不声不

响，虽说几次考试成绩均不理想，但

因为是新转学来的，所以大家并没有

太在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她经

常不做作业，可怕的是居然经常撒

谎，在母亲面前还装出一副委屈的样

子。我和她母亲交流了几次，家长表

示愿意配合学校。可一段时间后，孩

子的学习没有丝毫改观，且撒谎呈愈

演愈烈之势。当我再联系孩子的母

亲时，她的态度明显不像前几次那么

积极了。

一次，小女孩拿出一封信，说是妈

妈写给我的。看完信我才知道，孩子

的父母感情不好，但为了孩子一直没

有离婚。母亲带着她离开原来的地方

就是这个原因。她从小就会看父母的

脸色说话，说谎对她来说只是一种博

得家庭温暖的手段。

看完信，我很心疼这个孩子，不禁

深思起来：单亲家庭中，子女由于缺乏

亲情关爱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容易产

生许多问题。这个女孩的家庭虽然表

面上是完整的，但其实比单亲家庭更

复杂。

于是，我站在他们家庭的角度，先

向她母亲真诚地道歉，取得她母亲的

信任后，建议她尽量与孩子以平等的

方式进行交流，认真倾听她的心声。

学校有任何亲子活动，我总是热情地

邀请他们一家参与，增加他们在一起

的机会。

不仅如此，我还与孩子约定，不

在全班同学面前批评她，而是用眨

眼来暗示。每次与家长通话，我总

是先说孩子进步的地方，再就细节

向家长提出建议，让他们愉快地接

受。这种方法使孩子学会了积极向

上，努力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

一个大冬天，我的手指裂开了好几

个口子。放学后，孩子和她的母亲

来到办公室，送给我一盒创可贴，轻

轻地说：“谢谢老师，送给你，它的名

字叫心灵创可贴……”

没有深沉强烈的感情，不可能创

造出教育的诗篇。只有真正关心、爱

护学生，取得家长的信任，才能让受伤

的“天使”再次飞翔，才能让每个人都

拥有自己的“心灵创可贴”。

科任教师“危机”

在学校，班主任、科任教师和学生

的相互配合在班级管理中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为此，我运用一些小方法

来调节学生和科任教师的关系。

为了使科任教师了解学生和家长

的脾气、爱好，我经常主动向他们介绍

本班学生及家长的情况。在平时的教

学过程中，我会及时向科任教师反映

家长的意见和要求等。

同时，我会通过多种途径，向学生

和家长展示科任教师的特点，树立教

师的形象，使学生从内心对他们产生

敬佩之情。

记得有一年，与我搭班的是两位

快退休的教师，一个教数学，一个教英

语。已是六年级毕业班了，许多家长

担心他们难以胜任。再加上一开始学

生对他们的教学方法有些不适应，所

以家长经常向我表示忧虑。

了解实际情况后，除了利用午会

课介绍两位教师的优点外，我还有意

无意地经常在学生面前向他们讨教育

儿经，在家长面前也不时对两位教师

流露敬佩之意。慢慢地，学生和家长

都乐意去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并喜

欢上了他们。

与我合作的科任教师既有经验

丰富的老教师，也有初出茅庐的年轻

教师。在年轻教师的第一堂课上，我

会为他们举行一次简单而隆重的欢

迎仪式，在介绍新教师的时候重点介

绍他们的优点。帮助学生了解教师

的同时，也在他们心中为新教师树立

威信。

平时我也适度参与到新教师的

教学常规工作中来，如协助科任教师

检查作业、监考测验、印发资料等，这

样既了解了学生的学习情况，也与科

任教师联络了感情。对于年轻的科

任教师，我都会给予最大的信任，即

使个别教师教学不理想，我也会协助

他们分析原因、寻求对策，提高教学

质量。

我们班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

事。原来的数学教师生病请假，换了

一个年轻女教师。才上了几堂课，班

上的学生几乎就要闹翻天。许多学生

向我反映：“给我们讲题时，老师自己

都讲冒火了，还是没给我们讲明白，我

们要求换老师。”

听着孩子们叽叽喳喳的话语，我

思考了一下，静静地说：“换老师是绝

对不可能的。”这一下子学生感到失

望了，我紧接着说：“数学老师很想帮

助你们，其实她专业水平是很高的，

只是经验差一点而已，她迫切地需要

你们的帮助，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尽

管去问。”

与学生谈过话后，我也很快和这

位数学教师交流了一番，并鼓励她不

要担心其他的事，放心地教学生就行

了。之后，学生果然找了许多问题去

问数学老师，他们不仅弄懂了问题，而

且还发现这位数学老师原来是教中学

生的，只是刚开始教小学生有些不适

应罢了。

那个学期结束时，我们班的数学

成绩并不比其他班差，平均分反而还

高出一些。学生非常开心，家长也很

满意，这位年轻的数学老师也大舒了

一口气，找回了自信。

作为班主任，要冷静地处理学生

与科任教师之间的关系，既不能伤害

学生的自尊心，又要让学生充分信赖

我们的教师，要想办法树立教师的威

信，将学生和教师凝聚成一个完美、和

谐的整体。

班级管理“金点子”

一个真正优秀的集体，自主自治

非常重要。我认为，要发挥学生自主

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必须依规

治班，不论是奖励还是惩罚，都要在程

序上实行公平公正。

根据班级的实际情况，我们制定

了一套班级的专属班规，并督促班委

定期汇报成果。

“强调优点”是我对待低年段孩子

的一大法宝。一年级时，我把班规变

成了一首儿歌贴在墙上，带着学生拍

手朗读：“主动开口问声好，值日卫生

常打扫，专心学习勤思考，静心阅读不

吵闹，认真做操勤健身，小事不能太计

较，团结互助乐陶陶。”一开始，任何事

情我几乎都手把手地教，做得好的孩

子会获得一封漂亮的表扬信。每天放

学，孩子们拿着表扬信自豪地走到家

长面前，第二天他们为了拿到表扬信

而更加努力。

到了中年级，我开始培养学生自

主管理的能力。“从规范向自律过渡”

是中年段班级管理的目标。

首先，通过学生作文《假如我是班

主任》，征集班级管理“金点子”，然后

确定班规，使学生觉得这不是老师在

管自己，而是自己与自己的约定。

在此基础上，我们设计班级名片，

将班级口号、班规、师生合影印在上

面，塑封好贴在班级外墙。而且，根据

每周要求、每日要求的细则，放学前我

们坚持每日一小结，基于此评出“每周

之星”“每月之星”。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

带”。通过学生自荐和他人推荐相结

合的方法，我们选出班级小干部。我

会精心指导并给予他们一定的权限，

同时他们也要接受同学的监督，每周

评选出“最佳班干部”。

班 里 除 了 班 干 部 管 理 岗 位 ，还

增设了许多岗位——“领读员”负责

带领同学早读，“红领巾监督员”负

责提醒大家佩戴红领巾……班级的

黑板、讲台、水电、植物，每样物品都

有负责的学生。每个月我们都评选

“岗位能手”，并予以表彰、奖励。对

于不太能胜任的学生，我们会给予

一周的调整期，并根据情况进行岗

位微调。

到了高年段，班主任要更注重学

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形成自

信、乐观、勇敢的品质。为了使班级活

动不断创新，我经常从报刊、电视节目

及社会生活中寻找信息，搜寻有益的

活动线索。

我们的付出有了回报。我们班不

仅承包了每个星期的流动红旗，并且

获得了学校优秀班集体荣誉称号。

我与这群孩子的关系，与其说是

师生，倒不如说是最亲密的朋友。六

年级毕业时，我为孩子们筹办毕业晚

会，而他们也会给我一个又一个意想

不到的惊喜。

这就是我，一个平凡的小学班主

任。在教书育人这片小小的土地上，虽

无法丈量平凡与伟大的距离，但我想：

与学生一起成长，分享成功的喜悦，这

就是作为一名班主任一生的幸福。

於阳 江苏省无锡市东林小学班主任，曾获无锡市优秀班主任、区优

秀辅导员等荣誉，所带班级多次获市、区、校级优秀班集体荣誉称号。她

以“心平气和，静待花开”为班主任工作座右铭，将智慧和爱心倾注于每

一个学生。

新生代新生代
班主任班主任

经营班级就是经营关系经营班级就是经营关系

一个优秀的集体，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江苏省无锡市东林小学班主任於阳，就特别注重处理班级的各种关系，比如班主任与家长
的关系、科任教师与学生、家长的关系，以及学生与学生的关系……在一次次的探索中，她让班级凝聚成一个完美、和谐的集体。

Ta说於阳，一个“灵魂有馨香”的女

子，之前就早有耳闻。与她共事过的

同事都说“她人很好”“班级管理很有

一套”。到底有多好？能力有多强？

虽与她相隔两层楼，好奇心却一直撺

掇着我去亲近、了解她。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似是注定，今

年我很幸运地和她分到了一个年

级。恰巧的是，她的办公桌就在我的

前面。我想：这回总算可以好好了解

并向於老师学习了。

优秀的人都认真。於老师带的

四年级（6）班是公认的“好班”，即使

他们班获得比其他班多的荣誉，我们

也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开学初

的大队委评选等活动，我们班频频

“失利”，但我没当回事，我们班的学

生倒是坐不住了。连着一个月，於老

师带的四（6）班周周斩获“常规流动

红旗”和“卫生流动红旗”双荣誉。鲜

艳的红旗经过我们班教室，然后到达

四（6）班，我们班的学生心里很不是

滋味。于是，嘈嘈切切的声音里夹杂

了“肯定有黑幕”这样的议论。

情况到底如何？到他们班看看

就知道了。我趁着四（6）班学生上体

育课的机会去“刺探军情”。

踏进门口，我就产生了一种强烈

的感受——整洁。各科作业本一摞

摞摆放，整齐得不见探在外面的边

角，一排排课桌的桌腿笔直成一条条

线，黑板报的设计对称美观，就连墙

上贴的几张纸也是上下左右间距分

毫不差。黑板被抹拭干净，讲台只留

下了粉笔盒和排好的黑板擦，地面找

不到一片纸屑、一块污迹……

“整洁”这个词，在她的班里得到

了很好的诠释。再想想平日里，办公

室一整天都见不到她的人，她在班里

做什么呢？或许就是在认认真真地关

注这些细节……我懂了，班级荣誉的

获得，离不开她持续的关注和对待细

微之事的认真和用心。呵，於老师可

真不简单，我对她的佩服又加了一层。

有爱的老师学生爱。他们班的

学生都会喊於老师为“於妈妈”，会不

遗余力地竭尽赞美之词夸赞她。办

公室的老师一边被这群围在“於妈

妈”身边的可爱孩子逗乐，一边又暗

自羡慕着“於妈妈”。她可真是个幸

福的“妈妈老师”。

一次办公室闲聊，於老师谈到了

她刚调来东林小学接的第一个班的

孩子。陆同学是她接班以来碰到的

最特殊的学生，成绩没有一门能及

格，老师上课他就偷溜出去做其他

事，打骂同学是家常便饭。

自她接班开始，就经常陪着这个

孩子。从进校门开始，於老师就以最

热情的笑脸迎接他；他上课，於老师

坐在旁边批作业；他吃饭，於老师给

他打饭；放学了，於老师一门门给他

辅导作业。陆同学也有犯错的时候，

可於老师都是不予惩罚。她说，对这

个孩子用“良心教育法”更有效果。

果然，於老师是智慧的，这个孩子六

年级毕业考试门门及格，语文更是90

分以上。

近期，於老师的亲人生病住院，

她为了不让孩子们担心，只说出差请

假。古灵精怪的孩子们不知从哪里

了解了真实情况，竟商量着要发动捐

款。一向精打细算的小施同学说要

拿出全部“家当”给於老师。我们暗

自好笑，同时又觉得特别温暖，於老

师没有白疼他们啊。

很幸运，能与这样一位身上有着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魅力与智慧的

老师同年级；也幸运，能在平时班级

管理和教学工作上被她指导一二；更

幸运，可以与这位“生活智者”闲来谈

谈人间的烟火味，使自己的教育生涯

变得更加温暖且有滋味。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东林小学）

□於 阳

我眼中的於老师
□蒋双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