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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10版
2019年4月3日

大家立场大家立场

给班主任的给班主任的建议建议

纵观许多学校的一年级班主任，因为彼此经验、阅历、能力的差异，所呈现的状态各不相同。有的班主任做事有条不紊、沉着冷静，不到两周学生就训练有素、

喜欢上学，一个月内学生就初步培养了学习、生活等常规习惯，很好地适应了学校生活。有的班主任，从开学伊始就手忙脚乱、焦虑急躁、声音沙哑，而教育效果却

事倍功半……如何使每个一年级班主任成功开展养成教育，让学生尽快适应学校生活？我认为，学校德育处可以采取以下3条策略：

一年级是小学的起始年级，小学阶段的学习、生活、交往习惯都要在这个年级初步养成。一年级班主任如何开展养成教育，让学生尽快适应

学校的学习生活？看看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教研员马金鹤提出的3条策略。

一年级班级管理的细节

每个学生都在大脑里构建了一个

小小的世界模型。我们把这个用来观

察世界的模型叫作“心智模式”或“思

维定式”，它就像一个滤镜，让学生看

到自己想看到的世界。

心智模式就像一个循环一样，会

反复影响这个循环里个人行为的发

展。那么，如何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

心智模式？

打破负面、消极的心智模式

我们常常会遇到两类风格迥异的

学生：行为习惯和学习成绩都好的

“优生”以及行为习惯欠佳、成绩问题

较大的“后进生”。“优生”往往不需要

老师担心，他们会按照要求完成学习

任务，并做好个人的学习规划，进入

健康积极的成长循环中。而那些“后

进生”的状况常常令人头疼。他们常

常受诸多因素的长期影响，比如考试

的成绩、学习的经历、老师和家长的

态度、自己的要求等。那么，他们的

心智模式是怎样的呢？就学习成绩来

看，我认为“后进生”早期关于成绩的

心智模式可能如下：

努力—成绩不理想—再努力—不

理想—失去信心。

从上面的模式可以看出，早期“后

进生”学业发展出现问题，却一直没能

很好地解决。在多次努力都无法改变

现状的情况下，“后进生”过早地失去

了学习信心，这又进一步影响了他们

努力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一个负面循

环。当他们感到学业成绩提高无望

时，进而可能形成以下心智模式：

成绩不理想—不愿再努力—成绩

不理想。

如此，他们已经处于一个消极的

循环模式中，他们的内心已经对学习

产生了负面、抗拒的看法，不愿再为提

高成绩而努力了。

班主任需要帮助学生打破这种循

环，构建正确的关于学业发展的心智

模式。首先，帮助学生识别自己的心

智模式。班主任可以通过与“后进生”

单独谈心，开展关于学习方法和心理

的主题班会等，让“后进生”意识到目

前的状态是可以改变的；其次，帮助他

们制定具体、可执行的目标和长期的

学业规划，但是，仅意识到改变还不

行，关键是行动；最后，面对目标和计

划实施过程中的种种困难，班主任要

定期帮助学生分析原因、寻找方法，鼓

励他们主动、积极解决问题，这样他们

会慢慢看到学业改善的希望，逐渐向

“中等生”过渡。

替换无效、过时的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

学生年龄和经历的增加，过去的心智

模式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

一步升级。

以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课程知识

学习为例，随着学生身心的成长和学

习要求的提高，过去那种针对知识内

容以背诵记忆为主的心智模式，需要

向理解掌握为主的心智模式过渡。在

小学和初中，许多课程对学生学习的

考查和测试是基于对所学内容的复

现，所以许多小学、初中优秀的学生已

经养成一种以准确和重复记忆为主的

学习习惯，潜意识里形成了“学习=记

住知识”的心智模式。

一到高中，随着学习内容量的增

加和复杂度的提高，他们原来的心智

模式开始出现问题。这时，学习更多

的是理解和运用知识，厘清知识间的

关系，而记住知识只是其中的一小

步。所以，高中学生学习的心智模式

可能如下：

学习知识=记忆知识+理解知识+

应用知识。

如果优秀的初中生在高中没有这

样的认识，还保持过去以记忆为主的

学习心智模式，那么就会很不适应。

超越自我的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影响

着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当我们

的心智模式在某个阶段变得错误或无

效时，它就像“魔鬼”一样跟随着我

们。那么，如何超越自我的心智模

式？作为班主任，又该如何帮助学

生？《拆掉思维里的墙》一书谈道，心

智模式的升级需要经过“不知不觉—

后知后觉—当知当觉—先知先觉”四

个阶段。

以“后进生”的学习为例，当他们

通过考试评估后，突然发现自己的学

科成绩远远低于班级平均水平（不知

不觉）。然后，他们意识到了问题，开

始努力寻求改变，寻找差距的原因（后

知后觉），通过加强学习、复习、请教和

练习等多种方式解决学习中的问题。

后来，又一次考试来临，他们通过努力

成绩有了较大的提高，他们认识到了

这次考试与上次考试结果不同的原因

和改变的方法（当知当觉）。这样的经

验多了，当他们在后面的学习中遇到

类似的问题，他们脑袋里就会复现这

次的经历（先知先觉），从而找到解决

方法并改变现状。

按照这样的思路，不断审视心智

模式，调整心智模式，就能超越自我

的心智模式。作为班主任，我们可以

利用自己的经历和知识，积极正确地

引导学生。当学生面临学业的困境、

生活的挫折等，都可以帮助他们通过

这几个步骤，分析、引导他们积极超

越自我的心智模式，从而成为更好的

自己。

总之，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

心智模式是班主任育人工作的重点之

一，也是学生德育养成的重要内容。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玉林

中学）

调整自己的心智模式
□杨自强

□马金鹤

学校对起始年级教师有了基本的

教育方法指导后，对于那些岗位适应

不强、亟须进一步帮助的教师还要进

行跟踪指导。通过走进班级、走进课

堂发现问题，组织年级组教师分析讨

论、示范引领，启发一年级教师自我反

思，使他们在不断内化的过程中提升

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

结合实际 发现问题

走进一年级的课堂，就会发现许

多问题：上课铃声已经响了，可是有的

孩子还在磨磨蹭蹭，甚至还有学生边

跑边嚷，班主任焦急而无奈；有的学生

在其他同学发言、朗读课文时，自己做

自己的事，趁机“开小差”；还有的学生

上课刚开始表现不错，过一会儿就不

能控制自己，躁动不安；更为普遍的情

况是，学生在刚开始写字时还能按照

正确的坐姿写，可一会儿就出现了截

然不同的情况，腰弯下来了，头低下来

了，身子斜出去了……面对这些情况，

德育处的教师可以一一记录，甚至拍

下照片，在教研组活动时反馈给大

家。同时在研讨中，教师也可以把自

己遇到的问题与大家一一分享，丰富

共性问题，作为研究的内容。

头脑风暴 分析讨论

基于这些问题，大家进行头脑风

暴，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种放

松而务实的研讨中，教师的讨论逐步

深入，问题的解决策略也渐渐成型。

例如，对于铃响后教室不安静的

问题，教师们普遍认为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刚刚入学的孩子还没有课堂规则

意识，二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自控能

力较差。教师千万不要气急败坏，不

要单方面认为这些孩子就是不听自己

的话，就是在与老师对着干。面对这

种情况，教师一定要镇定、冷静，可以

结合一年级孩子心理特点，编排上课

铃响小儿歌，让儿歌提醒学生上课，同

时，诵读儿歌有利于形成上课铃响就

坐好的条件反射。对于比较共性的写

字姿势等问题，教师首先要给予足够

重视，同时根据一年级孩子注意力时

间较短的特点，及时提醒、评价，悄悄

到学生身边矫正他们的坐姿。

反思改进 内化提高

有效的教研活动，丰富了班主

任的管理方法。而把这些方法运用

到实际中，还需要教师的反思与内

化。随后，学校德育处要“跟踪”教

师运用这些技能的情况，形成本校

的教育案例，供以后的一年级组教

师参考使用。

例如，一位一年级教师准备让学

生安静地到教室门口站队，看到班中

那些听到铃声就躁动不安的孩子，她

立刻急躁地大喊：“别说话了，坐好，

一 会 儿 我 们 安 静 地 到 教 室 门 口 站

队！”可是，她越这样大声训斥，学生

越是躁动。此时，她反思到自己要冷

静，要对学生进行正面引导。于是，

她放松下来，用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

方式。她拍了两下手，然后静静地看

着学生，做着各种事情的学生听到老

师击掌的声音后等待下文，却发现老

师不说话了。他们立刻安静了下来，

好奇地盯着老师，等全班同学都安静

后，老师用极轻的声音说：“一会儿我

们就要到教室门口站路队了，我看看

哪些同学最安静。”接着她故意拖轻

拖慢了声音说：“大家快点轻轻地出

来，嘘！”看到老师把手指放到嘴前的

这个手势，孩子们心照不宣，静静地

来到教室门口。事后，这位班主任在

反思中写道：“原来，让学生安静，老

师要先静下来。老师静下来本身就

是在做这个要求的示范。一开始我

怕学生听不见，就大声地提出保持安

静的要求，这恰恰做了一个错误的示

范，难怪学生都不听呢。”就在这样的

思考中，这位一年级教师内化了“正

面引导策略”，又通过实践丰富了学

校的教育案例。

学校德育处通过以上这些策略，

可以很好地使所有一年级教师掌握带

班技能，适应一年级的工作要求，更好

地为每个孩子服务。

（作者单位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德育研究中心）

知道了做什么，下一步就是解决

怎么做的问题。学校要给班主任搭

建教育策略沟通交流的平台，聘请此

方面的专家，或者发挥优秀教师的作

用，为每位起始年级的教师提供技术

支持与保障。以下几个必备原则在

起始年级非常重要，一年级班主任应

该知晓并熟练运用。

正面引导原则

正面引导就是指班主任要多说

“应该怎样做”这样的语言，少说“不

要怎样做”这样的负面暗示语言。

心理学研究表明，禁止性的语

言类似心理学上的负面暗示，学生

听到这类语言时，更容易记住禁止

性的内容，反而会起到较差的教育

效果。因此，一年级教师要强化正

面引导，如看到学生在楼道内飞速

奔跑时，应该说“我们要轻声慢步”，

而不要说“跑什么呢，不许跑”这样

禁止性的语言。

第一种说法属于正面引导型语

言，强调的是“楼道内要轻声慢步”，

而第二种语言更多的属于负面暗

示。学生往往没有关注教师所说的

“不许”这个词，反而对不许后面的动

作“跑”记忆深刻。

细化指导原则

经常会听到许多一年级教师这

样抱怨：“这些孩子怎么不听话啊？

与他们说了许多遍坐好了，为什么他

们仍然坐不好？”

其实，学生之所以没有按教师的

要求坐好，有时是因为教师提的要求

过于笼统，学生听后并不知道“坐好

了”的标准是什么。因此，教师的要

求要清晰，具有可操作性。例如让学

生坐好这个要求，可以这样说：“同学

们，现在我们坐好，手放平，脚放稳，

身体直，向前看。”

这就是一年级教师的工作特点，

通过这样的指导，学生就会把坐好的

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积极暗示原则

一年级小学生“有意注意”时间

较短，如果教师讲一会儿就停下来，

然后讲一大堆常规要求，这样无形中

打断了教学的连续性，效果也较差。

怎么办？教师要善于开发课堂

奖励资源。例如，有的教师抓住一年

级学生表现欲望强、课堂参与度高的

特点，生成组织教学、培养常规的资

源。当提出一个问题后，许多学生想

发言，但教师发现此时班中有学生

“开小差”，这时不用停下来说：“请某

某同学把身体坐端正。”而只需要说：

“我邀请一位坐得最端正、举手最规

范的同学发言。”学生听了老师的话，

一定马上坐好，把手按要求举好。所

以，一年级教师要善于开发运用这些

方法，使组织教学与常规培养很好地

融为一体。

激发兴趣原则

一年级学生主要运用的是直观

思维，所以一个有智慧的教师要善

于把平淡的学习生活演绎得趣味

横生。

在课堂上，创设多种情境，多用

直观的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多创设一些学生自主活动的环

节，让他们在自主探究中快乐地学

习。同时，也可以开展一些有意思

的评价活动，用代币奖励方式固化

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如根据学校

的常规养成制定评价方法，根据学

生不同方面的良好表现发小红花、

刻小印章、发小喜报，对他们进行积

极的评价。在这些趣味性强的学习

与评价中，学生一定会渐渐养成良

好的习惯。

为了让每个学生做好入学准备，具

备适应小学生活的常规要求，德育处应

从学校的层面，牵头带领一年级教师

（不仅仅是班主任）共同制定本校一年

级习惯养成具体要求，使每个教师心中

都清晰地知道“开学后我要对学生提出

哪些要求，每个要求达到什么目标”。

只有心中有目标，才能有效开展教育工

作。同时，为了增加教育的实效性，这

些要求与目标也应该让家长知晓，家校

合作，从而更有效地达成教育目标。

为了更加明确、具体、直观，学校

可以把制定的要求印制成《新生入学

手册》。《新生入学手册》可以由“开学

寄语”“我们的学校”“入学准备”“常

规要求”及“温馨提示”等部分组成，

学生人手一册。当学生打开后，首先

看到的是老师亲切的鼓励和学校的

介绍，这些内容一下子拉近了学生与

学校的距离，更容易使学生产生对学

校的认同感、自豪感。“入学准备”栏

目，从学生“整理书包”“文具准备”等

方面提出要求。“常规要求”要结合本

校实际特点，比如从“起床自理”“进

校问好”“课前准备”“课堂提示”等方

面图文并茂地展示细则。

拿着这本《新生入学手册》，教师

有了清晰的目标，就可以“八仙过

海”，结合自身特长引领学生、指导家

长。同时，各科教师根据手册统一要

求，更容易形成合力，更好地帮助学

生养成良好习惯，适应学校生活。

策略一 编辑《新生入学手册》

策略二 使用好“四个基本原则”

策略三 以反思改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