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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生成长愿景的守护人做学生成长愿景的守护人

将课程理念融入班级管理，带来的是教师、学生、家长各方

的全新体验。广东省珠海市四季读书学校教师温剑文在班级实

施的愿景课程，依托于学生进入初中或每个学期开学时对新学

习阶段的自我期望，以系列化活动课程的方式与学生的自我期

望形成共振，为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注入了强大的能量。

□温剑文

一个孩子在走进新的学校或进入

新的学习阶段时，内心会有强烈的自

我期望：一种日渐具体的自我观念，

对自我行为表现及未来发展方向所持

有的知觉与期望。这种期待感让学生

内心拥有更高的接纳度和更强的好奇

心。学生家长同样对新的学校、新的

老 师 与 孩 子 新 的 学 习 征 程 充 满 了

期待。

我们班的愿景课程就是基于这样

的思考来设计的：尽可能让学生面对一

个新的阶段或重要事件充满自我期待

时，输入持续性推动其成长的“能量”。

让入学流程与学生自我
期望完美共振

接 手 新 的 班 级 ，入 学 报 到 的 流

程非常重要。这个流程能够回应家

长与学生对新的学习征程的期待，

营造更好的家校关系与师生关系，

为新学段或新学期的工作打下坚实

的基础。

1. 做好前置家校沟通工作

新班级接手第一件事：给全体家

长和学生打一个电话。这是我们必须

做好的一件事情。除了常规性的基本

事务外，一般情况下，我还会申请加一

下家长的QQ或微信。

接下来，我会给全体家长和学生

写一封公开信，并在报到之前发给他

们。在公开信里，我会表达对全体家

长和学生的期待，表达我对未来工作

态度的基本保证，对家长和学生在未

来3年可能的成长与发展提出建议，同

时呈现我的个人教育理念。

2. 重视开学报到的仪式感

作为新生和家长，对于即将到来

的初中生活的期待不言而喻，入学报

到 的 仪 式 感 是 对 学 生 期 望 的 最 好

回应。

在开学报到那天，我会做好如下

几项基本准备工作：

（1）将教室整理得干干净净，并在黑

板上用心设计一个漂亮的欢迎板报；

（2）将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力争

给学生和家长留下一个最好的印象；

（3）准备好我自己的联系方式等

材料放在显眼的地方……

在报到流程上，我会设计一些在

常规流程之外不一样的仪式：

（1）与第一个来报到的学生和家

长申请拥抱，并在欢迎板报前合影；

（2）以任务方式让每一位家长在

教室板报前留影；

（3）如有时间，我会让学生和家长

在板报前各用一分钟讲述自己对彼此

在未来三年的期待……

我希望家长和学生在报到的第一

天能为彼此留下一张照片，加深对这

一全新起点的印象。

3. 开好第一次主题班会

新班级第一次班会的目的不外

乎：尽可能多地呈现每一个学生对于

彼此的印象，增加学生之间的熟悉度。

（1）班会课目的：

通过一系列游戏，让学生之间尽

快熟悉并建立感情，了解学生的性格

特点、特长爱好。

（2）班会课流程：

分组游戏：通过游戏将学生随机

分成若干组；

组内游戏：通过一个小游戏让小

组内部成员之间彼此熟悉；

竞赛游戏：通过三个小游戏分出

奖励组和惩罚组，奖励组可以获得提

前准备的小礼品，惩罚组要在班会课

上表演一个集体节目。

（3）具体流程：

分组游戏：缘来是你

班主任将 6 张（根据组数定）不同

的图片撕成若干（每组人数）部分，每人

自取一张，在班主任发出“开始”口令后

自行寻找其他部分并拼成一整幅图（这

就是之后的游戏小组）。按照完成的先

后顺序，得分为10、8、6、4、2……

组内游戏：青春点名册

小组成员围成一圈坐好，确定一

个小组长，所有组员依次起立介绍自

己，再由小组长指定任意一人边上的

第几人，如王五左边的第六人，则王五

需要说出此人姓名及其他已知信息，

答错或超过 5 秒未答的组员接受组内

小惩罚。

注意事项：小组长需要记录每个

人的名字并带动气氛，惩罚时间不可

超过20秒，尽量每个人都点到。

竞赛游戏……

这个活动式班会的主要目的在于

让学生更好地熟悉彼此。前面几个游

戏实际上就是为此设计的，后续的小

游戏可以根据班会课时间的长短来

增减。

在班会课结束前，我会重点强调

这么几句话：

（1）从今天起，我们是一家人，要

长相守了，长相守是一种考验；

（2）这个班级不是我一个人的，是

属于在座的全体同学的；

（3）从今天起，我们都是一张白

纸，往后我们每一天的点滴表现都像

在这张白纸上画下的一笔，在未来的

某些时刻，我希望每个同学画出来的

都是美丽的图画，而不是让它成为一

张被你随手涂画成不知道是什么的

废纸……

以上讲话依然围绕的是班级生态

的构建、班级的主人翁意识及学生的

自我期待。尤其是第三句话，我希望

学生能够放下过去的包袱和成绩，迎

接新一轮成长的到来。

用“时光胶囊”激发学生
的美好憧憬

当学生正式开启自己的初中生活

后，我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学生对

于初中生活的美好愿景，能否伴随学

生整整3年的成长呢？

遗忘曲线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

道理：在学生习得这种美好的愿景后，

我们必须强化它，在未来的时光中能

经常唤醒它。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奇

怪”的玩意儿：时光胶囊。

在我刚接手新的馨蕾53班的时候，

我决定给学生埋下一个时光胶囊，做一

个也许能跨越3年时光的愿景课程。

它的基本操作流程是：

（1）通过“遇见未来的你”主题班

会课的讨论发言，启发学生对当下的

自我进行反思，激发和推动学生的自

我期望，达到让学生自我唤醒的目的。

（2）撰写“写给未来的自己”的信

件，并对信件进行精心设计与美化，进

一步增强学生对本次活动的重视，持

续激发学生的自我期待。

（3）以充满仪式感的时光胶囊封

存仪式将“写给未来的自己”的信件集

体公开封存，增强学生对时光胶囊寄

托的情感，增强学生的记忆，以期时光

胶囊在未来的日子里辅助学生自我纠

正、自我成长。

（4）3年后的中考前举行时光胶囊

启封仪式和班会课，让学生在时光穿

梭中实现自我回望，启发学生进一步

自我成长。

“遇见未来的你”班会课的主体框

架是：

教师讲述：接纳当下不完美的自

己；个人发言：你眼中最美好的自己是

怎样的；个人发言：你想要自己 3 年后

成为怎样更好的自己；教师主导：引入

“时光胶囊”的概念与意义；教师主导：

宣布“时光胶囊”愿景课程的整体流

程；教师主导：布置“写给未来的自己”

信件的任务及要求……

在班会课结束后，我在班级宣布

了一则征集启事：征集一句刻写在时

光胶囊上的话。在收到的几十句话

中，孩子集体投票选出了下面这句

话：“最好的我们，在未来的此刻等着

我们！”

这句简单的话看似表达有误，但

仔细一想，是那么贴合“时光胶囊”愿

景课程的意义。

孩子们在撰写“写给未来的自己”

的信时那份认真的劲头是我完全没有

想到的。几乎每一个孩子都用稚嫩的

笔调对自己美好的将来表达了一种期

待，与他们一样，我也写下了一封给未

来更好的他们的信。

在第二周的班会课上，我们依次

把那封“写给未来的自己”的信件郑重

地投入时光胶囊里，在全体学生的注

视下，我们将其封存。

然后，我与全班学生一起将这颗

时光胶囊像宝贝一样埋在了学校的一

棵大树下，并共同约定临近中考的时

候，我们将它打开。我想，到时候我又

拥有了最好的励志教育和中考动员的

资源。

在后两年的岁月里，每当经过学

校那棵埋下我们对未来更好的自己无

限期待的树时，总会多停留几步——

这份期待就那样静静地躺在树下，也

在期待着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

遗憾的是，两年后我因为工作单

位的变动，离开了那群孩子。在离开

之前，孩子们跟我说：“老师，天下没有

不散的筵席，我们知道您想要成为更

好的自己，我们也会像您一样努力。

但我们都希望您明年春天能回来，跟

我们一起打开那个我们曾经许下的美

好的愿望。”

2017 年的春天，我回去与孩子们

一起在那棵树下挖开了因岁月沉淀而

变得坚硬无比的土层，在来来往往的

路人奇怪眼神的注视下，时光胶囊破

土而出。在出土的那一刻，我与孩子

们一起欢呼。

在接任他们的班主任张老师的组

织下，我们举行了“时光不老，我们不

散”的主题班会，在场的还有班级大多

数学生的家长。

班会课上，孩子们逐个朗读他们的

信件，在那些含着泪花的眼睛里，我读

到了成长的美好，读到了不经意间给他

们人生留下的宝贵回忆。那一刻，我深

切感受到了“最好的我们，在未来的此

刻等着我们”这句话的力量。

然后我们共同决定：这个时光胶

囊，我们再次埋下它，让它成为孩子们

在高中三年里自我期望的最好陪伴。

这个课程的外延再次得到了拓展。

我再一次给孩子们写了一封信。

在张老师的带领下，学生再次给自己

写下了“写给未来的自己”的信，我们

约定，高考结束后再一起打开它。

开展这门课程的初衷，是希望播下

一粒爱和成长的种子，让家长、学生、老

师对更好的自己的期待内化为每一个

人的行动，但没有预料到它的力量会有

这么大。这让我相信：教育不应该是死

板和冰冷的，教育应该是浪漫和温

暖的。

以开学报到唤醒学生的
自我期望

需要承认的一点是：美好的愿景

在经历时间流逝与现实磨砺之后可能

会逐渐消失。我在工作中能明显感觉

到这一点，尤其是一学期过去，学生会

在假期中沉浸于相对舒服的环境中，

对于新学期产生抗拒感，返校后可能

会出现各种问题。

那么，我们该如何把这种可能上

演的“灾难片”变成充满希望的“青春

励志片”呢？下面我以 2018 年的假末

课程与开学流程课程来说明：

1. 开学前：“寒假余额”变“存款”

许多时候，我们担心学生在假期

“不务正业”——玩手机、看电视、玩电

脑，所以许多老师和家长容易把“断

电”计划作为调整假期状态、实现学生

“收心”的主要手段。但我认为，这样

的方式有待商榷。

其一，强制性的做法类似于强制

戒断，这本身会给学生带来焦虑，而焦

虑往往是导致一些“成瘾”问题的关

键；其二，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对

新学期产生抗拒，对学习产生影响。

是什么“造就”了我们假期的这种

“堕落”状态呢？一大原因就是作息时

间混乱。生物钟的混乱给身体带来了

不适感，不适感带来的是“想要更舒

服”的潜意识。

因此，如何引导学生从混乱的作

息时间中走出来，调试到学校作息时

间状态？如何让他们觉得这个调试过

程还很有意思？这是假期“收心”的

重点。

金点子：大家一起来起床

活动目的：通过5天对作息时间的

逐步调整，达成让学生将作息时间和

生物钟调整到开学所需要的状态。

操作需要利用班级微信群或 QQ

群，操作如下：

（1）先在班级群来一段激励人心

的话：“孩儿们，从明天起我们一起玩

个小游戏，这个活动的名字就叫：大家

一起来起床……”主要目的在于调动

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2）让学生利用微信群或QQ群进

行起床签到。

（3）此活动必须整合家长的力量

一起参与，起到监督和陪伴的作用。

（4）具体进阶性签到时间分布如下：

日期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起床签到时间

9：00

8：30

8：00

7：45

7：30

睡觉签到时间

23：00

22：45

22：30

22：15

22：00

注：签到时间在表格中规定时间

之前即可。

在这个活动中，几个重要的问题

值得注意：

（1）这个活动的重点在于“大家

一起”。

（2）班主任要善于抓住群里的一

些有益资源，如同学之间的相互“鄙

视”、签到打卡时间较早的典型事例

等进行激励，把表扬肯定和激将法结

合起来，进一步调动学生参与的积

极性。

不过，其中存在一个小问题：我

们能看到孩子们及时签到打卡，但倘

若他们签到完毕没有睡觉或继续赖

床，我们无能为力。所以，我们要整

合家长的力量参与，引导孩子们“言

行一致”。

这个活动能将“假期余额”转化成

调整学生作息时间的活动，从而为新

学期蓄力。

当然，还有“扫除力大比拼”等活

动，通过在假期打扫学习空间、完成家

务等，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

力。良好的心态带来的是对未来生活

的期待，而扫除力大比拼也能让孩子

们对新学期形成良性期许，同时还培

养了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与独立自主

意识。

2. 开学时：流程让“灾难”变“温馨”

我们都明白仪式感很重要，因而

我们特别注重“开学第一课”。2018年

上半年，我们的开学报到流程是：

（1）在接待处领取“新生报到流程

单”，并在“新学期愿景”展板上签字；

（2）在黑板前手拿新年对联全家

人一起合影；

（3）找班主任报到，简单交流，领

取新年红包；

（4）完成新年任务单上的任务，上

交相关假期作业；

（5）将报到流程单交给班主任；

（6）去宿舍找生活导师安排床位；

（7）报到完成，准备晚上六点半去

教室上晚自习。

我们每学期开学都会做一块“新

学期愿景”展板，供学生签字、合影用，

2018 年展板上的主题语有：幸福是奋

斗出来的！奋斗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

幸福！新学期，我们用勤奋书写，用汗

水凝结，用理想铺路。

其中，流程（1）是一个仪式，也是

一个愿景唤醒的过程，流程（2）是一个

家庭生态和谐的推动。流程（3）和流

程（4）中，我们的红包里有三样东西：

全体老师共同参与撰写的新年祝福

语、面额分为不同等级的校本货币和

一份小小的开学报到任务单。学生必

须在完成红包内相关任务的前提下才

能拥有红包里的相应奖励，并进入报

到的下一个环节。

任务单里有什么呢？给你的父亲

或母亲一个深情的拥抱；将你的父亲

或母亲抱起来；大声将自己的新年愿

景告诉父母；大声对父亲或母亲说：

“爸爸（妈妈），我爱你”；给你最喜爱的

老师一个深情的拥抱；对自己过去一

学期中最想感谢的人大声说出自己想

说的话……

这个红包和这个任务的意义何

在？从我们的进阶性“精准标靶定位”

中可见一斑：

想让那些平日里存在感低的孩子

多一些幸福感吗？那就把校本货币较

多的红包拿出来让他抽，怎么抽他都

能“中大奖”，成为全班同学眼中的幸

运儿；

想让那些平时与家长关系比较紧

张的孩子缓和一下亲子关系吗？那就

让他们抽到一个跟爸爸妈妈说一声

“我爱你”的任务红包吧；

想要给那些平日跟同学关系比较

紧张的孩子一个缓和同学关系的机会

吗？那就让他们抽到一个拥抱自己身

边同学的任务红包吧；

想让那些缺乏规划意识的孩子拥

有规划自己新学期的机会吗？那就让

他们抽到一个说出自己新学期愿景的

任务红包吧……

只要我们提前对红包的金额与对

应的任务单进行规划，并针对学生的

不同类别情况进行分类，就能起到“因

材施教”的效果，实现“精准标靶定位”

教育的功能。

开学后的第一次班会课非常重

要，班主任务必精心设计，做好做精

细。因为学生对于这个集体已经非常

熟悉了，所以操作方式与新生入学时

的班会课略有不同。基本形式有：交

流式、展示式、小组讨论式、团队建设

活动式等。内容也可以从“回顾假期”

“展望新学期”“班级团队建设”等角度

展开，以“温暖的回忆推动孩子前行、

心灵的鸡汤与励志的言语激励学生”

为主要内容。

这一课程我会在不同的学期做一

些调整，主要围绕该学期班级的重点

工作。如八年级第一学期开学，我会

提前让学生在假期给自己最想感谢的

人（家长、老师、同学均可）准备一份小

礼物，在开学报到当天，每人在教室黑

板前录制一个对自己过去一学年最想

感谢的人的视频。

这样的课程结合了家长的参与，

我们希望能整合家庭、学校的教育场

力，为学生新学期的成长注入新的

“能量”。

到了初三毕业前，还有一个愿景

课程——“愿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

年”。课程的主旨很明确，聚焦于学生

对未来的憧憬，一般以精心准备的主

题班会、毕业班校会等方式呈现，鼓励

学生为未来努力，也为培养他们对母

校更深的感情。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珠海市四季

读书学校）

给班主任的给班主任的建议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