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传统班级管理理念下，班级是

一个管控学生的场所，学生只有听话

的份儿。然而，班级是学生参与集体

生活的空间，具有真实而丰富的教育

性和人文性，班主任如何通过班级建

设实现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和社会性

发展，同时把自己从琐事中解放出

来，营造班主任和学生双赢的局面？

这既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又是教

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现代管理理论认为，让系统内每

个个体都主动地把自己的行为与管

理系统总目标协调一致，将会有效地

增强效能。班主任如何培养学生的

自主管理能力？我进行了一番思考

和实践。

整合奋斗目标，激发自
主管理的动机

制定班级目标

四年级第一学期刚接班时，我了解

到此前班风比较涣散，经过多次商榷，

我们制定了“静、净、竞、敬”的班级目标，

让学生先学会静心，因为静能生慧。第

二学期，班级管理有了很大的提升，评

上了四星级班集体，我们又在班级目标

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目标定

为“向善、诚信、活泼、自信”。这样的目

标是真正经过全体学生参与、整合、提

炼而成，不仅明确，而且清晰。

制定班级公约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每位

学生的权利落到实处，使班级各项工

作有“制”可依。于是每学期的第一

节课，我总是积极听取学生的建议，

确定班级公约的内容。在我们班，有

值日制度、班干部制度、课代表制度，

值周制度、每月一星评比制度、星星

好少年评比制度、幸福体验卡兑换制

度、YY优胜小组评比制度等，做到制

度清、奖惩明。正是因为学生参与了

各项制度的制定，他们更明白自己该

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极大调动了学

生自主管理的积极性。

班主任要认真对待班级公约，做

到奖惩分明，公正、公平、公开。

确定“班名”

为了提升班级凝聚力，我组织

学生开展“班名大比拼”活动，每位

学生选取一种花作为班名并阐述自

己的理由，全班投票，得票最高者胜

出。学生的积极性高涨，有的选荷

花，有的选薰衣草，有的选雏菊，有

的选向日葵……最终，“向日葵”班

名胜出。学生认为，向日葵充满勃

勃生机，象征着勇敢，给人以追求幸

福的力量。

寒来暑往，送走了几届学生，从

向日葵班到三叶草班，名字在改变，

初心从未改变。

实行“班干部轮换制”，
真正落实自主管理

班干部参与班级事务管理，获得

历练的机会多，然而班干部岗位有

限，仅有少数学生可以得到机会，受

众面、参与面不广。班级的主人是学

生，如何给每个学生提供岗位和锻炼

的机会？基于这样的想法，我班形成

了“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的管理

格局，层层落实职责，充分发挥每个

学生的主动性。

岗位设置，学生讨论

班级岗位涉及方方面面，如何确

定岗位？学期初，我动员学生展开

“岗位大讨论”，经过统计、整合，最终

确定了后勤类、学习类、班委类共 54

个岗位。其中，后勤类包括图书管理

员、护花使者、收发报纸专员、电教

员、安全员、节能员、卫生监督员、护

眼使者、器材管理员等；学习类包括

学科课代表、小组长、英语领读员等；

班委类包括值日班长、班长、副班长、

学习委员、文娱委员、体育委员、劳动

委员、宣传委员等。

岗位职责，学生商议

岗位确定后，全体学生共同商议

各个岗位的职责，目的是让每个学生

根据自身优点进行选择。在明确岗

位职责时，我们力求做到细、小、实，

细到具体的管理项目，小到给花浇

水、整理卫生工具，比如“护眼使者”

的职责是负责督促、提醒同学做好眼

保健操；学习委员的职责是监督小组

长、课代表的日常工作，帮扶学困

生。再如安全员的职责是保障班级

日常的安全、有序，一日至少两次巡

查教室，对危

险行为进行劝导等。

岗位任命，学生选举

岗位确定后，我在班里举行庄重

的任命仪式并发放任命书。在任命

书中，师生真诚地向上岗者表示祝

贺，并希望上岗者今后全心全意为班

级服务。

构建评价体系，促进自
主管理的运转

评价方式多样化

班级自主管理能否高效运转的

前提条件之一，是学生对班级管理

是否有责任心，是否能不断体验到

参与班级管理的成就感，是否能在

班主任、家长、同学那里得到恰当的

评价和鼓励。

以往，我们的评价是班主任一锤

定音，其实这样的评价是不合理的，

因为班主任个人的评价往往带有成

人化的倾向，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

管理能力。因此，我尝试学生自评与

学生互评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学生

把自己所取得的进步记录下来，通过

互评从他人的肯定中得到满足；在自

我批评中，学会反省并逐步完善自

己。在学生自我评价过程中，班主任

要不失时机帮助学生找出存在的问

题和努力的方向。

目前，我们采用的评价方式主要

有幸福体验卡、守纪小明星、YY优胜

小组、每月一星、星星好少年等。以

YY优胜小组为例，“YY”是两个胜利

的标志，即最佳团队和团队力量引导

下的最佳组员。

整个评价过程教师要放手，让

学生在参与评价的过程中充分体验

自我管理、班级自治的价值感和成

就感。

成立班级仲裁制度

每个人评判事物的角度不同，倘

若学生对班干部的处理方式不认同，

或对班级管理有自己的想法，可以向

仲裁小组提出申诉，仲裁小组会及时

处理并提出有关意见。

班级实行自主管理，不仅锻炼了

学生的能力，还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

班主任。我欣喜地看到，在这个过程

中，每个学生既是管理的对象，又是

管理的主体；既是活动的对象，又是

活动的主体；既是评价的对象，又是

评价的主体。他们各司其职，班级各

项事务有条不紊地运行。

有意识地激发每个学生的潜力，

让每个学生主动参与班级管理，使每

个学生的素养得到和谐发展，这是实

施班级自主管理的初衷，也是我孜孜

以求的目标。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海曙

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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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自主之力 扬班级之帆

本报讯（通讯员 雷国强） 1月

3日至 4日，浙江省武义县“十、百、

千”种子班主任专业发展研修活动

在上海新纪元武义双语学校举行。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家成带领专家

团队为武义县 160名种子班主任进

行了专题培训。

研修期间，与会者围绕种子班

主任的研修成果进行了交流研讨。

7位种子班主任分享了各自的研究

成果和专业发展心得。

据悉，武义县乡村学校多，一

直十分重视班主任的专业发展与

培养。为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武义县教育局开启了与华东师

范大学的合作项目，2015年至 2018
年通过举办乡村骨干班主任研修

班，为武义县培养了 100 余名班级

建设工作带头人，打造了一支班级

建设的精英团队。

2019 年 3 月，武义县教育局再

次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启动了

“十、百、千”种子班主任培训工作。

15 位班主任通过华东师范大学组

织的专家面试，组成了“十、百、千”

培训项目的种子班主任第一梯队。

根据项目专家指导小组的设计和要

求，每位种子班主任结合所在学区

与学校分布，在自主申报、双向选择

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班主任工作

室，组成武义乡村班主任“十、百、

千”培训项目的第二梯队。截至目

前，全县报名参加 15名种子班主任

领衔的工作室成员有 100 余人，工

作室已成为学校与学区促进班主任

专业成长的领头羊。

武义县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

介绍，武义县中小学优秀班主任

群体呈现 5 个发展特质：有较强

的专业发展自觉，有明确的学生

发展立场和科学清晰的带班理

念，有丰富的专业阅读积淀和扎

实的班集体建设实践研究经历，

有较强的班集体建设规划设计与

实践引领能力，有较高的专业理

论素养。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教育

是基础。班主任作为班级建设的

领导者，是学生集体生活与学习的

直接指导者，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引

路人。武义县“十、百、千”种子班

主任专业发展研修活动，将为该县

班主任专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十、百、千”研修
活动促乡村班主
任专业发展

□宋敏尔

常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总有

勇气中途接班，你是如何快速扭转班

级局面的，管理秘诀是什么？”我会笑

着告诉他们：“哪里有什么秘诀，不过

是‘懂你’二字罢了。”

懂学生的喜与悲

面对新班主任，学生的内心是期

待、观望和忐忑的，如何快速走进他

们的内心，与新班级相融呢？

一是别打听，从一张白纸开始

相处。中途接班的班主任一定要

相信学生都有向好之心，不要向科

任教师打听学生的过去，而是用自

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去感

受，师生相处从信任开始。我经常

问自己：“如果这是我的孩子，如果

我 是 这 个 孩 子 ，出 现 了 这 样 的 问

题，我会怎么想，我希望班主任怎

么处理？”

二是别着急，从榜样故事开始

引导。小学生特别喜欢听故事，所

以用故事引领班级风气最好不过。

中途接班时，我经常给学生讲曾经

带过的优秀班级和学生的故事，讲

自己上学时的美事和丑事，讲古今

中外名人读书成才的故事，也会把

班里发生的大事小情编成故事讲一

讲。学生精明得很，又怎么听不出

老师的期待？

三是学太极，外柔内刚紧跟上。

太极讲究四两拨千斤，阴阳和谐，引

入到班级管理正合适，中途接班，管

理上宽严相济很重要。多听学生说，

让他们说话，听他们的心声；多与孩

子们聊聊书里人物，聊聊他们对人物

的看法，从中听出需求，引领他们形

成向上、向善的追求。接下来，师生

共同制定班规，此时师生已经相互熟

悉，学生已经有了很强的班级荣誉

感，时机正好。

懂搭班教师的乐与忧

谁都想接班风正、学风浓的班

级，一听中途分到乱班，搭班教师都

是“兵马未动，纠结先行”。但要把一

个班级建设好，班主任必须团结科任

教师。

你们的忧虑我来排解。执教乱

班对科任教师来说工作压力增加了

不少。为了消除搭班教师的忧虑，我

每天给他们打气，与他们交流每个学

生的点滴进步，分享每个学生的脾气

品性，讨论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更与他们分享管理班级的方法，让他

们做到“遇事不推给班主任，自己的

课堂自己管理”。

你们的快乐我来放大。每当有科

任教师对我说“这节课学生的表现特

别棒，某某表现尤其好”时，我会把他

们的快乐放大。如何放大？一是写一

篇小文章发到家长群，感谢老师，感谢

表现好的学生，大力表扬。二是在班

级内大加赞赏，进行鼓励。赞赏的方

法也很简单，就是学生最喜欢的减少

作业法。

慢慢地，科任教师在学生身上感

受到了为人师的快乐，学生在课堂上

也找到了释放的舞台，师生关系因此

变得越来越融洽。

懂家长的烦与愁

如果孩子在学校表现不佳，最烦

忧的是家长，他们会把问题的矛头指

向学校和班主任。

设身处地排解家长的烦恼。家

长和老师是扶起孩子成长的左右

手，缺一不可。面对习惯不好、学习

成绩上不去、越来越叛逆的孩子，我

会站在家长的立场多为他们想办

法，体谅他们的不易。班里有 13 个

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恰恰是这些

孩 子 成 了 班 级 的 问 题 学 生 ，怎 么

办？像慈母一样关爱他们，像严父

一样教育他们。我还把孩子的每一

点进步都及时反馈给家长，同时教

育孩子要理解父母在外打拼的不

易，要求家长每月至少回家一次。

当我们真正为孩子考虑的时候，每

一个家长都会心怀感恩。

换位思考消除家长的忧愁。班

主任要学会学科育人。我借助每一

篇课文引导孩子懂孝道、明仁爱、立

志向。学生爱上一个老师的课就会

爱上这个老师，也会把学校、教室、课

堂上发生的趣事讲给父母听。父母

也会因为孩子的改变而更加尊重班

主任。有了基于对孩子共同的爱做

前提，家校沟通还会有什么困难呢？

专业素养是一个班主任的底色

和底气，从教 18年来，我一直坚持用

阅读和写作丰实自己的灵魂。有趣

的灵魂里包含着要能蹲下身与孩子

平等交流、走进去与孩子共同成长、

贴近心与学生真诚沟通，做孩子的

知心朋友。其实，在成就孩子的同

时，我自己也变得更加乐观豁达、积

极向上。

有人说世界上最美妙的事莫过

于“懂你”。懂你，简单的字眼里饱含

师者的心血与智慧；懂你，是打开所

有问题的金钥匙。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山亭

区第二实验小学）

懂你，是管班秘诀
□高 娟

给班主任的建议

读者王老师来信说，自己是一名

中学教师，也是一名小学二年级学生

的母亲。前些天，看到儿子闷闷不

乐，就问起了原因。儿子委屈地说：

“数学测验时，同桌欣欣向我借橡皮，

当我正要把橡皮递过去时，突然想到

班主任张老师前几天刚宣布的班规

——同学之间不能互相借东西。我

就没借给她。测验完后欣欣哭了。

因为题目做错了，错题无法擦掉，会

被数学老师扣掉卷面整洁分。老师

平时教育我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但为什么不许互相借东西？”听了孩

子的诉说，王老师婉转地与班主任进

行了沟通。班主任说：“本来没有这

条班规，但学生之间经常因为谁借了

东西不还，谁把谁的东西弄坏了等事

来告状。我实在没时间处理这些琐

事。所以，从便于管理的角度出发，

规定同学间不许互相借东西。”听到

这里，王老师沉默了，因为她自己也

是老师，深知班主任工作的不易。但

强强的班主任这种简单地将“管理”

置换成“教育”的做法就对吗？

看了这个案例，您作何思考？当“管

理”与“教育”发生冲突时，班主任应该何

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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