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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2018年12月12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创意
班会课

班主任工作不能脱离管理，但班主任工作不应唯管理论，而应该尊重生命

“活”的状态。

我们应该着重于构建一个生机勃勃的班级生态群落，整合学生成长周边的

教育资源，维护和优化每一个生命成长的生态环境，给予

每一个生命更多的阳光、雨露、营养，让每一个生命具有更

多成长的可能性。

我为《班主任周刊》代言
温剑文 广东省珠海市四季读书学校班主任

高二上学期，在我的倡议下，班

里专门为一个女生举行了一次主题

班会。这在我的班主任生涯中是第

一次。

起因是这样的：一天下午，我正

在办公室备课，突然学生小杨没喊报

告就进了办公室。我预感到有事发

生，果然她开口没讲两句话就哭了起

来。小杨断断续续地哭诉说，现在班

上许多同学不理睬她，甚至敌视她，

公开制造一些舆论“诋毁”她，她感到

很痛苦。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我赶紧

“打起十二分精神”与小杨沟通。我

知道，小杨从高一开始就与同学的关

系不太融洽。当时，为了帮助小杨摆

脱这种处境，我安排她担任生活委

员，想让她用自己的工作赢得大家的

信任。虽然没有明显改观，但也没有

出现大的问题。我就把这事放在了

一边，没想到如今事情会发展到如此

严重的地步。

我慢慢引导小杨：是不是自己

“得罪”了哪些同学？小杨否认了；是

不是自己平时不注意的一些细节让

同学们不喜欢？小杨也不认同。最

后，我对小杨说：让我们一起给自己

一个机会，也给全班同学一个机会，

开一个主题班会，请你先诚恳地发

言，向全体同学表明自己的态度——

愿意在这个班集体快乐地生活，渴望

与每个同学成为朋友；自己身上有很

多缺点，希望同学们给自己改正的机

会，请大家帮助自己。小杨犹豫了一

会儿，终于答应了。

正式班会开始了，我的开场白是

这样的：同学们，我们在一个班里学

习，这是一种难得的缘分，我们每个

人都应该珍惜，而不应该破坏。现在

社会上流行同学聚会，多年以后我们

也会举行这样的聚会，到那个时候，

我们是否会为今天的某些不理智行

为后悔莫及呢？孔子说过，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我们都渴望友情，都

不愿一个人孤独地学习和生活，那么

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这种痛苦施加到

同学身上？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近

人情？今天班会的主题就是：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

我用激昂而沉痛的语气说完这

段话，从学生的表情上看，他们已经

了解今天的班会内容了，而且被我刚

才的一番话“打动”了。我“趁热打

铁”，赶紧请小杨发言。她还没说两

句话就哭了起来，教室里安静极了，

刚才还想看笑话的学生也不好意思

地低下了头。我看见有些女生也跟

着抹眼泪。小杨非常坦诚地诉说了

自己的想法，请求同学们给她提意

见，给她改正缺点的机会。

小杨的坦诚让全班学生多少有

些意外，她的泪水也打动了不少人的

心。于是，我请几个以前与小杨比较

要好的学生上台发言，他们都肯定了

小杨的优点，也客观地指出了小杨的

缺点，希望她能够改正，也希望大家

都来关心和帮助小杨。

发现气氛不错，我接着请了几

个与小杨关系较差的学生上台发

言。他们非常直率地指出了小杨

的一些缺点，也顺便检讨了自己的

不足。小杨一直站在讲台旁边，与

他们进行直接的交流与沟通，效果

不错。

在大家发言之后，小杨再一次诚

恳表态：“感谢大家给我提出这么多

中肯的意见，我一定会接受大家的建

议，好好反省自己的言行，改掉缺点

和不足，争取做一个受大家欢迎的好

同学。”

班长小薇最后做了精彩的总结

发言。她代表班委会和团支部向全

班发出倡议，全班同学都要相互关

爱、相互帮助，为建设和谐班级共同

努力。

班会之后，我仔细观察发现，小

杨的心情好多了，同学们对她的态度

也友善了很多，小杨与大家的交往明

显多了起来。不仅如此，全班同学之

间的关系也更加融洽了。

虽然小杨的交往困境有了一定

程度的改善，但我依然担心以前那种

状况是否会再次出现，抑或是小杨，

抑或是其他学生？我在为自己能够

及时通过班会帮助小杨而庆幸的同

时，也深深地自责：为什么没有早一

点重视小杨的交往困境？如果早一

点介入，小杨受到的伤害肯定会少一

些，班上同学故意孤立、打击小杨的

行为就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发展到这

样严重的程度。

在独生子女成为学生主体的

当下，学生的人际交往困境已越来

越普遍。班主任不能仅仅关注学

生的学习状况，也不能仅仅关注少

数“活跃分子”的一举一动，而应该

对那些性格内向、面临班级交往困

境的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注，及早介

入，及时帮助，教他们学会包容、学

会沟通、学会与人相处，教他们学

会面对困难、解决困难，不断积累

人生智慧，在生理成熟的同时走向

心理成熟, 从而拥有快乐的学习生

活和成长经历。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第四

十九中学）

□胡慎友

一堂情绪管理课 □郑望阳

我曾经利用情绪 ABC 理论（A 指

事情的前因，B代表信念和我们对情绪

的评价，C指事情的后果）给学生上过

一堂情绪管理课，整堂课的设计如下：

【活动目的】

一、通过 ABC 情绪合理疗法的学

习，面对自身的情绪能找到导致其产

生的原因。

二、通过情境再现体验、识别情

绪，逐步学会用情绪 ABC 理论调控自

己的情绪。

【活动准备】

合作填表单、动物涂色纸

【活动过程】

活动一：暖场游戏 体验情绪

1. 刚刚在上课之前，每位同学都

领了一个号码，今天我想看看谁的运

气最佳，待会儿中奖的同学可以领到

一份小礼品哦。

2. 现在我要开始抽奖咯！中奖的

是……（故意卖关子）

3. 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预设：我现在感到紧张。

追问：你心里在想什么呢？

预设：我在想我会不会中奖。

4. 我想大家现在的心情都是一样

的，下面我宣布中奖的是×号，是哪位同

学？恭喜××同学，请上来，你中奖了，你

现在的心情如何，说说你心里在想什么。

预设：我感到很惊喜，有这么多

人，我竟然中奖了！

5. 那其他同学呢？你们现在又是

怎样的心情，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预设：很失望，为什么没有抽中

我呢？

6. 同学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游戏

就产生了这么多的情绪。那在平时的

生活中，我们经历着不同的事情，自然

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

活动二：情绪万千 认识ABC

1．我们来看看，生活中当我们遇

到这些事时，会有什么情绪？你又是

怎么想的呢？

（1）考试成绩不理想时，你会感到

（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预设：失落、难过、沮丧，我会想自

己是不是学不好，妈妈会不会批评我？

（2）妈妈不让你和小伙伴玩时，你

会感到（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预设：不满、生气，我会想妈妈为什

么总不让我出去玩，我作业都做好了呀！

（3）老师误以为你上课讲话时，你

会感到（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预设：委屈，我明明没说话，老师

为什么要批评我？

（4）下课时，同桌故意来打你一下，

你会感到（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预设：生气，他真是莫名其妙，为

什么来打我呢？

（5）做作业时，题目不会做，你会

感到（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预设：沮丧，自卑，怎么又不会做

了，我是不是学不好？

（学生说出一个，就请他们上来写

一个）

师：你们发现了吗？黑板上的这

些情绪有没有共同点啊？

预设：都是不好的、负面的情绪。

教师总结：是啊，这些都是消极

情绪。

2. 我们每天都会经历许多事，有

开心的，也有不开心的。有消极情绪是

正常的，但如果长时间或经常产生这种

消极情绪就不好了。情绪消极，我们会

愤怒、怨恨、焦虑、恐惧等，会影响身体

健康，如强度过大、时间过久，还可导致

健康严重受损，后果不堪设想。

3. 我想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别人或

自己生气时的样子，请你选择一种颜

色，为这个生气的动物涂色。

4. 看，大部分同学都用红色、紫

色、黑色等来涂色，这是为什么呢？

预设：因为人生气的时候，会涨红

了脸，很激动……

5. 同学们，根据哈佛大学医学院

一项为期 20 年的跟踪研究发现，生气

会 导 致 心 肌 梗 塞 的 危 险 增 加 4.74

倍。如果长期有消极情绪，后果非常

严重。那么，如何才能成为情绪的主

人呢？下面，听老师讲一个《推销员

的故事》。

两个欧洲人到非洲推销皮鞋，由

于炎热的非洲人向来都是打赤脚。第

一个推销员看到后，立刻失望起来：

“这些人都打赤脚，怎么会要我的鞋

呢？”于是放弃努力，失败沮丧而回；另

一个推销员看到非洲人都打赤脚，惊

喜万分：“这些人都没有皮鞋穿，这皮

鞋市场大得很呢。”于是，想方设法引

导非洲人购买皮鞋，最后发大财而回。

（1）同学们，你们找找看，这个故

事的起因是什么？

预设：两个欧洲人去非洲推销皮

鞋，但发现非洲人打赤脚。

（2）是啊，这就是事情的前因，也

就是 A（教师板书 A）。那故事中的两

个人是怎么想的呢？

预设：第一个人觉得非洲人不会

要自己的皮鞋，第二个人觉得非洲的

皮鞋市场很大。

（3）嗯，这是两个人对待这件事情

的看法和理解，也就是 B（教师板书

B）。最后，这两个人产生的情绪是怎

样的？

预设：第一个人是失望的情绪，第

二个人是惊喜万分。

（4）看，这就是不同的看法所引发

的情绪，也就是 C（教师板

书C）。

6. 教师介绍理论。

（1）同学们，A指事情的前因，C指

事情的后果，有前因必有后果，但是有

同样的前因 A，产生了不一样的后果

C1和C2，这是为什么呀？

预设：是因为我们看待事情的角

度B不同，所以会产生不一样的情绪。

（2）是啊，同学们，这是心理学上著

名的情绪管理ABC理论。当发生一件

事情之后，最终我们的情绪是源于我们

对待事情的看法和理解。如果想要调

节我们的情绪，最合理的方法应该是改

变我们对待事情的看法和

理解。

7. 观看小品，你能从中找出故事

中的ABC吗？学了ABC理论，你会怎

么做呢？

活动三：合作讨论 尝试解决

以 4 人 小 组 为 单 位 ，试 着 运 用

ABC理论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

1. 同学们可以选择之前郑老师提

到的几个事例，也可以选择一个自己

曾经遇到的事例来解决。

合作要求：

（1）分工明确：一名记录员、一名

解说员、一至两名小演员；

（2）选择一个情境，由小演员进行

表演（表演中要突显ABC三个要素）；

（3）解说员对该情境进行解说（说

明情境中的ABC分别是什么）；

（4）解说员分享本组讨论后的解

决方案。

2. 小组讨论。

3. 哪一小组来分享一下自己的

成果？

4. 学生分享交流。

活动四：线球传递 分享收获

师：再次感谢你们的汇报，请回座

位，4 个小组都分享了自己的讨论结

果，这节课也即将进入尾声，谁来说说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扔线球说收

获，老师把线球的一端拉住，把球扔给

发言的学生，学生再拉住，再把球扔给

下一个发言的学生，以此类推）

师：通过大家的讨论，我们明白

了，当我们有负面情绪时，可以通过

ABC 情绪疗法调节自己的情绪。最

后，感谢小朋友和老师一起进行今天

的讨论。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拱墅

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

一个班的学生在性格、品行、习

惯、爱好等方面必然存在种种不同。

如何尊重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让他

们健康成长，这是每一个班主任在工

作中的重要任务。

在实践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学生，

我曾尝试用三句歌词进行教育。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
样的烟火”

小钧是班里的“学霸”级人物，他学

习好、纪律好，字迹工整，经常受到老师

的表扬，许多同学也很羡慕他。但另一

方面，小钧经常感觉高人一等，他总是

很冷淡，看不起那些学习较差、调皮的

同学，对向他请教的同学也是爱搭不

理，或者认为那些问题过于简单。时间

久了，他在班里并不开心也不受欢迎。

《我》中有一句歌词“我就是我，是颜色

不一样的烟火”，但我想，每个人的颜色

应该是自己的优点而非缺点。

记得一年级下学期举行入队仪式

时，每个学生都会发红领巾，我让组长

按照座位依次发下去，恰好发到小钧

和他同桌的时候没有了。这位“学霸”

表现得异常愤怒，小脸气得通红。我

走过去，听见他在小声嘀咕：“凭什么

那些学习差、纪律差的学生都有而我

没有？”

第二天，小钧家长询问孩子的在

校情况。在说明缘由以后，家长意识

到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家校达成共

识，那就好办了。当天，我决定先跟小

钧聊聊，然后鼓励他平时多参加集体

活动，多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学习上

也鼓励他挑战难点。慢慢地，他发现

自己并不是什么都能名列前茅，逐渐

变得“接地气”了。

对于这类学生，我们需要让他们

明白“人外有人”，引导他们发现别人

的优点，同时给自己提出更高的目标，

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真正的

“不一样的烟火”。

“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
间，再多一点点问候”

中等生在班里占大多数，他们往

往不会犯大的错误，但也极少表现自

己，所以很容易被班主任忽视。

比如我们班的小航，以前他不爱

表现，各类奖项也没有他的份儿，很容

易被忽视。但是他整体并不差，是典

型的中等生。

一次，我看到小航妈妈发的视频，

发现小航特别擅长表演。口语交际课

上，我请他和同桌上来表演一下，果然

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同学们都向他投

去欣赏的目光。自此，小航像变了一

个人，课堂上能看到他举手了，站起来

发言的时候总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看来，他缺乏的只是展示自己的

机会和舞台。

《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歌词“请你

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

最适合这类中等生。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每个班都会有后进生，因为种种

原因，他们往往行为表现较差，思想性

格与众不同。

这类学生其实特别需要关爱。在

我们班上，我经常喊他们的小名，平时

尽量找他们身上的优点，鼓励他们，努

力转变他们。

我们班的小睿原来是别人眼中的

后进生，进入校门就喜欢打架，在学校

顶撞老师，二年级时还曾离家出走过。

原来，孩子的父母已经离婚，在孩子的

教育问题上喜欢互相指责。

了解情况后，我找他的父母谈了

谈，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小睿又一次

在课堂上捣乱，我对他进行了严厉的

批评，并且把他和他母亲叫到办公

室。他竟然一句话也不说，我真的不

知道该怎样教育他了。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句歌

词给了我启发。反思自己的教育方

式，我决定不再跟他干巴巴地讲道理，

而是承认自己的工作态度确实也不够

好。我握住他那黑乎乎的小手，就在

那一瞬间，小睿放声大哭。平静以后，

他跟我说以后一定认真学习……自

此，小睿开始摆脱后进生这个标签，他

比较聪明，所以进步很快。

班主任要学会做教育的有心人，

将这些歌词蕴含的理念深入实践，一

定会看到不一样的学生和班级。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榆林市高新

区第三小学）

三句歌词里的教育智慧
□马红霞

为一个学生开的班会

我和你我和你

这堂课上，老师把重点放在情绪

ABC 理论的学习理解和应用上，这对

于帮助学生学习管理情绪无疑十分有益。

可贵的是，老师把学生日常场景引入课堂，让

学生重新审视情绪产生的原因和改善的方法。

但是，从整堂课来看，老师把控较多，且

把较多时间用在了解释、理解理论上，以致

学生应用和实践时间相对不足。如果直

接从生活场景中插入对情绪 ABC 理

论的微讲座（不用“推销员的故

事”），可能更直截了当。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教育研究院 魏旋

■专家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