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褚清源 电话：010-82296784 编辑：崔斌斌 电话：010-82296572 投稿邮箱：zgjsbbzr@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班主任班主任2019年4月3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智者说智者说

资讯资讯

闲聊时，同事谈到他读初中的儿

子特别叛逆，在学校屡屡犯规，老师

采取了很严厉的惩罚措施。言谈之

间，同事对班主任的做法大加赞赏，

甚至希望处罚能够更严厉一些。

然而，作为旁观者，我却并不这

么认为。我们的社会不断向前发

展，教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

有些教师的管理方式还停滞在几十

年前。

假 如 医 生 拿 着 手 术 刀 告 诉 我

们：“虽然我的手术水平不高，但是

我充满爱心，相信我，没问题！”此

时，估计绝大多数人会神色大变，几

欲先逃。同理，作为新时代的班主

任，我们除了有爱心之外，还应该提

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懂得如何去爱

孩子。

做和善而坚定的班主任

和善而坚定是“正面管教”的根

本所在。和善而坚定，决定着我们对

孩子管教的成败。其中，和善主要在

于表达我们对孩子的尊重，坚定主要

在于尊重我们自己，尊重具体情形的

需要。

我们往往很难做到和善而坚定，

在生气的时候过于坚定，转头又过于

和善，以对自己的过度坚定进行弥

补。其实在我们或学生情绪激动的

情况下，可以选择“积极的暂停”。

代文是一个特别容易情绪化的

学生。一次上体育课，老师要教体

操，他非要玩足球，在要求未获得满

足的情况下，他竟然拒绝上体育课。

我问他为何这样做，他竟气愤不已地

怪罪体育老师：“他不让我玩！不让

我玩！”看他握紧拳头声嘶力竭的样

子，我知道这个时候是谈不出什么结

果的。

于是，我对他说：“代文，我尊重

你的感受，但不能接受你的做法，

现在我会暂时离开一会儿，等你能

够做到尊重我时，就来找我，我很

乐意和你一起寻找解决方法。”20

分钟后，代文出现在办公室，我问

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

原因是什么？”他说：“我今天上课

没有尊重老师的安排，没有遵守课

堂纪律。”我接着问：“你现在打算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怎样做

能避免类似问题？”他说：“我不知

道。”我接着说：“你是一个很会解

决问题的人，为什么不想一想呢？

待会儿我们再碰个头，看看你想出

了什么好办法。”15 分钟后代文告

诉我，他以后会经常提醒自己尊重

老师，遵守课堂纪律，同时请好朋

友提醒并监督自己。

我们不能强迫别人以尊重的态

度对待我们，但是我们要以尊重的态

度对待自己，“积极的暂停”就是我们

给自己尊重的态度。

做给予归属感的班主任

孩子的绝大多数行为，其实是在

追求归属感和价值感。一个行为不

当的孩子是在告诉我们——“我感受

不到归属感或自我价值”。如果班主

任懂得一定的心理学知识，那么当一

个孩子犯错时，我们把它看成了解学

生的渠道，并且问自己：“他真正想告

诉我什么？”当我们找到答案，并且处

理他隐含的想法时，孩子就能深深地

感到自己被理解了。

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应该反思是

不是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孩子缺乏归

属感。我们班的小君小时候做手术

留下了后遗症，所以父母希望他能健

康地活着就行，至于学习、纪律、习惯

这些根本不管。老师也不敢管，因为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犯病往地上

倒。上课听不进去，所以他就变着花

样招惹同学。跑操的时候他也不跑，

而是满操场乱窜……

面对这样一个孩子，我真是有些

无奈，后来想到《正面管教》作者简·

尼尔森说的：“在不良行为的背后，是

一个仅仅想要有所归属并且不知道

怎样以一种恰当、有效的方式来达到

这一目标的孩子。”我开始反思，是不

是因为师生的无视导致小君找不到

归属感，他的行为其实是想引起我们

的注意。

于是，我请他去帮体育老师整理

器材，而我和其他学生开了一次班

会。之所以请他离开，是因为怕他听

到同学的话受到伤害。我问学生：

“你们觉得谁是我们班最不受欢迎的

人？”“小君。”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

答。“他不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不

学习、不遵守纪律、骂人、打人。”孩子

们纷纷说道。但这样的指责并不是

我想要的，我继续问：“你们认为他为

什么这样做？”“因为他自私”“因为他

不尊重老师”……大家喊着。这时一

个不同的声音出现了：“也许是因为

大家都不喜欢他，他没有朋友吧？”孙

菲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思考。我趁机

问：“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他呢？”学生

七嘴八舌地说起来：“我和他一起吃

饭”“课间和他一起玩”“我给他辅导

作业”……

当我把大家的话告诉小君时，他

完全不敢相信。等同学们按照自己

的诺言开始跟他做朋友、帮助他时，

他有了强烈的归属感，行为也有了极

大的改善。最近一次班级选举，他还

当选为班干部。

做会利用错误的班主任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应该为

犯错感到羞愧。实际上我们应该意

识到，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犯

错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如何面对

错误。

当我们批评孩子的时候，往往是

想激励孩子做得更好。但是实际效

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其实，当孩子充

满恐惧和羞辱时，他们永远不会做得

更好。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教会孩

子把犯错看成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们班每天都有反思时间，我和

孩子们会反思自己今天犯的一个错

误，以及从中学到了什么。在这样的

安全氛围之中，孩子们就可以看到错

误的价值所在，并且能够从错误中学

习。有一段时间，我们班的卫生扣分

特别多，一部分孩子反思是因为没有

安排好活动时间和打扫时间，所以打

扫卫生不及时，他们开始寻找解决方

法。每天早晨和中午，不活动的同学

帮活动的同学打扫卫生……就这样，

在和谐的氛围中，孩子们自己进行合

理分工，并把问题解决了。当大家都

不再责备而是专注于解决问题时，每

个人都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我们班

也因此更加有爱了。

正面管教的首要目标，是让老师

和孩子都能在班级生活中体验到欢

乐、和谐、合作、责任、尊重和爱。当

我们让孩子感受到无条件的爱，并且

教给他们专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时，

他们就具有了良好的沟通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极大地改善了人际关系和

人生环境。我想，他们也必将因此受

益终身。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三十一中）

班级
合伙人

□张剑华

教室里的正面管教教室里的正面管教

征 稿

【大家立场】有着丰富经验的

您，对班级建设和班主任成长最近

有哪些深度思考？该栏目给您提

供表达观点的平台。字数：15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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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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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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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你所带的班级有哪些特色？

第一是团结，全班拧成一股绳；

第二是自觉，不管老师是否在班级，

都能保持良好的纪律；第三是多彩，

联合家长开展多样的活动。

2. 你的带班理念是什么？

严慈相济、聆听心声、学习自

主、班级自治。

3.处理班级问题，你有哪些小

妙招？

第一，以朋友或姐姐的身份与

孩子们对话；第二，针对低年级孩

子，我们可以蹲下来与他们沟通；第

三，凡事先关注情绪再解决问题，当

孩子们发生争执，先稳定情绪与之

“拉家常”，然后再探讨问题。

4.对你班级管理或专业成长影

响较大的书是什么？

《心平气和的一年级》。

5.学生的哪句话或哪件事曾让

你心灵触动？

之前带过一个班，后来由于某

些原因没办法继续带。教师节来临

之际，我收到了学生送给我的贺卡，

每一张都是精心制作的，上面写的

话也让我很感动。另外，他们的语

文老师将他们的作文发给我看，其

中用了我平时上课说的一些话，这

些都让我深受感动。

6. 如果给你足够的时间和权

利，你会将自己的班级变成什么样？

我会将它变成积极、活泼而又

严肃的班级。学生在课堂上严肃、

有纪律性，课余时间积极活泼，对各

种事物充满好奇心。

7. 你觉得做班主任工作有什

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有的工作都出于细心，班主

任工作更是如此。我们需要细心到

观察孩子的表情、动作、状态、情绪，

比如孩子当天的状态与以往不一

样，这时我们就要及时沟通。

班主任 问7 许璐璐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锦里小学

本报讯（记者 崔斌斌） 日前，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情缘百草

魅力中医药”公益项目组走进北京

市第一所专门为外来务工子女创办

的初级中学——北京市大兴区蒲公

英中学。史家小学五（2）班学生利

用在班级“百草堂”活动中学到的中

医药知识与蒲公英中学学生进行互

动。他们为蒲公英中学师生展示自

己编排的节目，从中草药种植、中医

药应用、中医药文化等方面系统介

绍了中医药传统文化知识。

据悉，中医药文化相关项目在

史家小学五（2）班已开展了数年，

在班主任温程的带领下，古老的传

统文化在孩子们心中焕发活力，

“中医药文化”成为班级建设的特

色旗帜，班级也被学生命名为“百

草堂”。

随着中医药文化学习的步步加

深，许多学生逐渐发现社会上有些

人对中医药文化不了解、不相信、不

接受，因此他们一起发起了“情缘百

草 魅力中医药”公益项目，并在

2018年12月正式上线，希望借此走

进社区、敬老院、儿童福利院等地，

举办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宣传中

医药文化知识，帮助老人走出用药

养生误区。

随着项目的开展，五（2）班学

生也用自己学到的中医药知识及

各自的特长，组建了一个个具有鲜

明特色的宣传小组。有利用中草

药研制消毒芳香剂的“百草洁组”，

有用艾绒制作艾垫的“芯镶百草

组”，有以中医按摩、护眼中药材、

眼球操为研究方向的“爱眼组”，还

有为这个公益项目特别创作歌曲

的“音悦草组”。五（2）班全体师生

开始了各项学习、宣传活动，他们

曾走进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开启探

索之旅，也曾走进社区为居民科普

中医药文化知识……

此次牵手蒲公英中学的活动正

是史家小学五（2）班开展的系列公

益活动之一，也是中国扶贫基金会

“益路同行”公益项目活动之一。活

动现场，温程还将全班学生手写的

一封封“爱心信”送到了蒲公英中学

学生代表手中。此外，五（2）班学生

家长也为蒲公英中学师生提供经济

等方面的支持。

“这次公益活动不仅让两所不

平凡的学校自此架起了友谊的桥

梁，也让责任与爱心在孩子们心田

发芽滋长。”蒲公英中学党支部书记

郑斐说。

“史家人一直在坚持开展公益

活动，热爱祖国、心系社会、服务他

人是史家人共同的情怀。‘情缘百

草 魅力中医药’公益项目不仅继承

和弘扬了中医药文化，同时也为孩

子们提供了更加宽阔和丰富的成长

空间。”史家小学校长王欢说。

温程表示，这次牵手活动只是

一个开始，以后师生会将“牵手”一

直做下去，用传统文化的力量、公益

的力量让孩子们不断传承大爱。

“百草堂”的公益行

那天，我特意搬了把椅子，坐在

那个调皮的孩子面前，默默地看着他

订正错题。他用修正带改正错误的

答案，虽然动作很慢，但是看得出来

很认真，他用不坚定的眼神看着我，

希望我能对他的思考结果给予回

应。我告诉他，“你的想法是正确

的”。然后他慢慢地使用修正带，缓

缓地将正确答案写了出来。

那一刻，他是多么乖巧的孩子

啊！根本不是课堂上那个容易走神、

动不动就有小动作的孩子，也不是那

个妈妈眼里“丢死人”的孩子。

他默默订正错题的样子，不由

得让我想起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另一

件事。

上学期末，我说：“孩子们，我们

给爸爸妈妈写一封感谢信吧，他们

那么辛苦地养育我们，我们也应该

有所回报。你们也可以给自己定一

个期末考试的小目标，如果实现了，

算是给他们一个惊喜。”

可是，那个孩子却说：“我才不

写呢，万一实现不了呢？那我妈又

该说我了。”

后来期末考试，这个孩子本来理

解能力就比较弱，再加上考试时紧

张，一些题目没读懂，结果真的考砸

了。他妈妈得知成绩后的第一句话

是：“真是丢死人了。”

那一刻，我的心里不知道有多

难过。

我的内心有一些声音在回荡：孩

子的成绩不是你拿来炫耀的资本，也

不是你攀比的筹码。碰到这样的结

果，你应该和孩子一起面对。如果平

时孩子遇到学习上的困难，你能及时

给予帮助，那该多好啊，也不至于导

致今天这样的结果。

犹记得，我的孩子上小学三年级

时，刚开始学习写作文、写日记，他完

全不会写。每次老师布置这样的作

业，他都回家急得直哭。我慢慢地坐

到他旁边，告诉他一些写作文的方

法：不要担心你写得好不好，只管写

下去，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写出真

情实感就是一篇好作文。慢慢地，他

开始写“快速作文”，开始会写作文，

虽然现在写得也不是特别好，但再也

没有因写作文急得哭了。

有一次，他的考试成绩不是特别

好，我就坐在他旁边，看着他慢慢订

错，慢慢分析出错的原因，类似我和

调皮学生那天的情形。因为我想知

道他哪里错了，我需要在哪里辅导

他。我的安静等待，换来的是他的认

真学习。

现在，经常会看到家长辅导孩子

作业时暴跳如雷的情景，我不知道家

长为什么要把那么多负面情绪带给

孩子，有没有想过这会给孩子带来怎

样的伤害？如果你真的想辅导孩子，

那就请放下手机，放下你的情绪，耐

心地看着孩子，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

的、认真的孩子。

多么希望：你的关心，只是关

心。你的辅导，只是辅导。不要把你

的焦虑和负面情绪都带给孩子。请

在辅导孩子时，跟自己说一句：放下

一切，只是关心你。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金水

区中方园双语学校）

放下你的情绪
□夏春艳

要想进行长期规划和目标

设立，你必须首先进行一系列短

期规划，这就要求你必须确定一

些具体的活动。

在所有的规划当中，无论是

长期、中期还是短期，你都必须：

1. 列出一张清单。2. 确定优先

次序。当然，清单上的条目并不

是平等的，一旦列出了一张清

单，你就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来确定工作的优先次序。

——美国作家 阿兰·拉金

《如何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生活》

假如刮一阵风或滴几滴雨

就阻止我去做这些轻而易举的

事情，这样的懒惰还能为我给自

己规划的未来做什么准备呢？

——英国作家 夏洛蒂·

勃朗特《简·爱》

我到了现在这个岁数，也越

来越明白，十年规划、五年规划

都太远。但眼前有什么事，我会

极认真地把它做好，而且不管多

大的事都先从小处做起。

——主持人 白岩松《白说》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累，

打不起精神去做一些事情；我们

觉得很困，却在床上睡不着。其

实，不是因为我们老了，而是因

为我们没有合理运用时间。我

们的时间如此宝贵，为什么不去

规划着用？很多所谓的休息时

间，根本不是去蒙头大睡，而是

去调整生活状态，换个大脑。睡

觉只是众多放松方式的一种。

——作家 李尚龙《你只是

看起来很努力》

（波音 辑）

我和你我和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