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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2020年2月26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智慧带教智慧带教，，勤奋研学勤奋研学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

把学校班主任工作室带好，领衔人非

常重要。每个领衔人经历不一，带教

风格也不同，但“智慧带教，勤奋研学”

应是共性和关键。

一要明确职责和使命担当。

我主张学校应与班主任工作室领

衔人签订“带教协议”，明确工作室研

究课题、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预期和

学校职责。协议使双方的职责更明

确，对领衔人来说，是使命的授予，也

是责任的担当。

在签订协议的同时，建议学校对班

主任工作室领衔人的辛苦付出给予必

要的工作量计算或奖励。学校班主任

工作室领衔人最好由本校优秀班主任

担任，可享受中层副职或教研组长的工

作待遇，从行政层面保证工作室领衔人

职、责、权、利明晰，便于推进工作。

二要以身作则，智慧带教。

自古以来，人们就尊崇“严师出高

徒”，但严格不是严厉，而是“严而有

格”。“格”就是规定、规范。学校班主

任工作室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领衔

人一定要带头严格执行。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所带教的

上海市古华中学班主任工作室，每月

有两次线下活动，时间是每周四上午

10点5分到11点35分。开始有几位学

员总迟到，于是我在会上讲清要求，并

在下次活动前早早提醒。更重要的

是，每次活动我总是做好准备，提前进

教室，从不迟到。慢慢地，学员也养成

了及时到岗的好习惯。

每次研讨，我要求学员“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坦诚交流。我自己也

认真观课，积极思考，争取每次研讨都

能提出合理的建议，促进良好学风的

形成。

我还要求学员按时完成作业，课

件及时改好，任务尽力完成。为了落

实这些要求，我以身作则，率先示范。

要求学员开课，我先带头开课，从古华

中学开始，我在全国各地的学校都曾

开课，领着学员向前跑。

同样，要求学员认真修改文章，

每次批改作业我力求认真、细心。“红

色表示已做修改，如赞同请恢复成黑

色，如有异议请与我交流。紫色表示

修改建议，阅后删去即可”……这样

的批改话语，我的每一位学员都不

陌生。

在严格要求的同时，我还通过微

信群与学员交流，多次以长信的方式

表达对他们成长的期盼，鼓励学员“试

错是成功之母”“我们一起做开路先

锋”。工作中，班主任工作室领衔人与

学员朝夕相处，要“严格带教”，更要

“智慧带教”。

三要勤奋研学，感受快乐。

带好班主任工作室，领衔人一定

要勤奋，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同时也

要让学员在努力中看到工作的成绩，

获得满足感、成就感。

领衔人要关心每一位学员的成

长，帮他们出谋划策、修改文章，提供

展示的舞台。在古华中学班主任工作

室团队中，先后有 16 名班主任参加研

修，人人发表文章，人人有研修成果。

最近，学校对学员进行了调整，又有新

老师加入工作室，我们将继续努力，一

起备课研讨、外出学习、发表文章、上

课展示，续写新篇章。

班主任工作室建设是个新话题，

学校班主任工作室建设更是个难题。

对于学校和班主任工作室领衔人来

说，严格学习制度、创新学习方式之

余，还要经常给学员鼓劲，告诉学员：

我们或许不是最优秀的班主任工作

室，但我们一定要成为越来越优秀的

班主任工作室，让“成为更优秀的工作

室，成为更优秀的自己”落实到每个学

员的实践中，让每个学员感受到学习

的快乐、成长的幸福。

丁如许，特级教师，上海新

纪元教育集团丁如许工作室领

衔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远程教

育中心“打造魅力班会课”系列

讲座特聘专家。

每个班主任工作室领衔人的带队风格不同，面对的实际问题也不同，但种种不同之下是每个领衔人都绕不开的共同话

题：智慧带教，勤奋研学。本期刊发特级教师丁如许关于如何建设学校班主任工作室的第四篇——

尊敬的ZY爸爸：

您好！终是不放心只在微信简单

回复。思来想去，还是给您写一封信。

那天早上醒来，看到您在朋友圈

发的，关于 ZY 的作文未如您意时您

的忧虑、自责与无助。

要知道，您敲出的每一个字，小

至对某一件事的解读，大至对整个世

界的认知，都代表了您的思想。我们

每个人的思想，包含读过的书，走过

的路，经历的世事和遇见的沧桑。孩

子只有七八岁，我们怎能忍心苛求一

个孩童与大人有一样的立场、一样的

情感？如果如您所愿，ZY 达到了您

所希望的思想境界，您可能又会在不

经意间，心疼他少了儿童的无邪，过

早体会了怅惘的滋味。

庆幸的是，ZY 仍然迷恋奥特曼

和小怪兽，会为丢失“战斗卡”而伤

怀。他还肯听爸爸一遍又一遍解说

真理大道，甚至还因爸爸的斥责而害

怕，与姐姐相对垂泪。

您是幸运的，他只有七八岁，如

果他现在十二三岁，学会了独立思

考，恐怕您这样待他，亲子关系会是

另一种状态。作为班主任，我曾深受

其痛，所以知道修复一段关系的过程

很漫长，很艰难。

在孩子七八岁时，无论爸爸是对

是错，他都会认为爸爸是对的。何况

他的爸爸如此坦荡、正直、有爱，这么

爱他，一直把最好的给他，对吧？

可是，您站在ZY的角度想想看，

本来这个假期应该是缤纷多彩、快乐祥

和的，本来应该在阳光下追逐欢笑，可

是疫情来了，他们只能在“笼子”里待

着。只要他们能和父母在一起经历风

雨，孩子可能觉得怎样都没关系，只要

爸爸妈妈在，就有足够的安全感。父母

每天在居室撑起的，就是宝贝这一天见

到的全部世界。他们信任、依赖和希冀

得到父母的欣赏、爱和温暖，但宝贝们

不知道，父母每天面对信息风暴的狂

躁，一会儿大义凛然，一会儿感动赞叹，

一会儿大爱无疆，一会儿落寞惊慌。在

大人的脸色和情绪的变奏曲中，孩子的

世界忽明忽暗，风雨无常。

他们只是孩子啊。想想看，我们

七八岁时，谁能将我们困在房间？家

长的情绪不仅影响孩子此刻的心情，

当他们长大了，遇到同样的困顿，他

们会不会效仿今天在原生家庭学习

到的所有？

您再想一想，使您纠结甚至深感无

望的这篇作文，能够决定孩子一生的幸

福或成功吗？请蹲下来，听听孩子的声

音吧，他写的是他看到的、感受到的世

界，每一个字于他而言都是真实的。他

的心意，不需要您用心倾听吗？那声音

不比您朋友圈里任何一条信息更宝贵

吗？对于七八岁的孩子，诚实地成长不

是更重要吗？接纳孩子的真实心声，走

到他身旁，拉起他的手，拥入您怀中，您

会看到孩子眼光里的明亮和包容。

记得在一次家长会上，您说起优秀

的已移居美国的学霸姐姐，话语间甚是

敬佩。是不是那样的亲情，让您对孩子

的定位也随之水涨船高了呢？如果是

因为优秀的家族基因，就使您以自认为

的优秀标准来核定孩子现在的水准，对

于孩子来说，太不公平了。但愿我这样

说，没有使您觉得冒犯。

我只是想请您知道，您对孩子来说

很重要，您的判断、态度、亲疏，都是孩

子的天，尤其在这样的特殊时期。

我说的不一定是对的，也许令您

觉得反感，但我想着，哪怕有一句话

您听进去了，ZY 的世界就有可能晴

空几许。

在我眼里，ZY 爸爸是一位博学、

通达、绅士的人，您与孩子可以营造

出更好的亲子世界。

愿您和至爱的家人们健康、平

安、幸福。

2020年2月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长春市第一

实验中海小学）

给ZY爸爸的一封信
□宋仙菊

让我悄悄告诉你 □乔小红

班里的王希同很聪明，但在写作

业方面总是不情愿，完成的质量也不

高。为了鼓励王希同，每次表现好，

我都在班上表扬她的进步。但好景

不长，她坚持不了几天就回到从前。

正当犯难时，我想到了曾经学习

的“教师期望效应”，即教师对学生抱

有较高的期待，学生会更加努力。小

学阶段的孩子往往把老师当作偶像，

很重视老师对自己的评价，如果我多

鼓励王希同会怎样呢？鉴于公开的

表扬和鼓励不起作用，我尝试一种更

私密的方式——悄悄话。顾名思义，

悄悄话是说者通过轻声耳语或者私

下低语的方式把信息传递给听者，说

话内容只有说者和听者双方知道，具

有神秘色彩，而“拥有和老师的秘密”

恰是小学生认同教师的表现。

想好对策，接下来就是发现恰当

的时机。

一天下午，我走到王希同面前，

凑到她耳边悄悄地说：“今天的作业

非常难，但我觉得全班只有你能解答

出来！这是咱俩的秘密，谁都不要告

诉啊。”

王希同听后，一开始很懵，继而

露出一丝略显得意的笑容。我离开

后，周围的同学叽叽喳喳地问王希同

“老师刚刚跟你说了什么”。远远地，

我看到王希同只是摇头，脸上的笑容

更加得意了。

晚自习时，我到教室看学生作业

情况。王希同非常安静、认真地写作

业，我走到她面前，发现有一道题做

错了，但没有立刻指出，而是悄悄告

诉她：“一会儿写完作业后，到我办公

室来一下。”

20 分钟后，王希同走进我的办

公室。我故作神秘地说：“刚才我看

了一圈，发现你今天完成作业时很

专注。不过中间有一点小错误，现

在老师给你讲一讲。”王希同激动地

说，“好啊好啊，谢谢老师”。那一

次，王希同学得非常认真。讲完题

目 后 ，我 又 帮 她 把 作 业 检 查 了 一

遍。送走王希同前，我摸摸她的头

说：“知道吗？你是一个聪明孩子，

一点拨就会。其实，你的好朋友卢

浩浩也很厉害，只不过因为粗心错

了三道题，如果你能教一下他，你们

两个会成为咱们班的明星组合！”

课间，我悄悄走到教室外，看见

王希同在和卢浩浩悄悄说着什么，

卢浩浩一边点头一边写。“明白了，

可能王希同在给卢浩浩讲题。”我告

诉自己。

第二天一上课，我让王希同和卢

浩浩分别把昨天的作业题讲一遍，他

们讲得头头是道，我站在教室后面，

远远地给他俩竖起了大拇指。下课

后，我把王希同叫到办公室，告诉她：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不仅聪明，

还很善良，而且乐于助人，相信在你

的帮助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同学

像卢浩浩一样变得优秀。”

后来，王希同就像变了个人，每

天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作业，上课认

真听讲，课下给组员辅导功课。

其实，孩子的心很纯粹，当我们

把期望悄悄地告诉他们时，他们会惊

讶于“原来自己那么厉害”。当老师

对学生的期望走进学生心里，在内驱

力的作用下，学生的态度、行为也会

随之改变。需要注意的是，教师的语

音语调以及面对学生时的面部表情、

姿势都会影响教育效果，充分、恰当

的体态语言会让学生觉得“老师是认

真的”，自己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

如此才能让学生“觉醒”，让成长自然

发生。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潍坊市北海

学校实验学区）

我和你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响

起。我三步并作两步往办公桌走，接

起电话，那头气冲冲地说：“汇报演出

舞蹈班罢演！”接着响起嘟嘟嘟的忙

音。拿起手机一看，15个未接来电。

我仔细回忆打电话学生身上的

“标签”：成熟、稳重、谦卑、有责任

心。若不是号码备注，我压根不能将

这两种表现关联到一起。“事出反常

必有妖”，我拨通毕业汇报演出负责

人张老师的电话。

“吴老师，尚尚同学太不尊重我

了。虽然我不是学校的老师，但毕

竟是学校请来的专业老师，他竟然

当众让我下不来台。他们不演，就

不要演好了！”

我极力安抚张老师的情绪：“您

消消气，这个年纪的孩子难免冲动，

他们有时候还会跟我脸红脖子粗

的。这次事情具体是什么原因？”

“毕业晚会时间要控制在90分钟

内，越剧我已经缩短了，整体看下来，

最后一个群舞可以缩短一分钟且不

影响效果，结果舞蹈班学生当众直呼

我的名字，说他们罢演，学生都在，太

尴尬了！”

以我对尚尚的了解，这件事情不

简单。尚尚曾告诉我，张老师偏袒戏

曲班，平时这些小情绪都被我压下来

了。毕业汇报演出不同以往，家长到

校观看节目，有的还是全家出动，就

为了看孩子在舞台上的表现。或许

是因为这一点，让孩子们对这一分钟

如此较真。

我找到躲在钢琴房的尚尚，他跟

我对视，继而又垂下眼。我坐在他身

边：“我了解过情况了，这对你们确实

不公平。”

他用略带哭腔的声音说：“这次

我们是认真的，别说减少一分钟，就

是一秒钟，我们都不愿意。老师，我

们不是想让你为难，既然如此，我们

退出！”

“不行！”我抢着说，“坚决不能退

出！意见可以提，但不是以威胁的方

式。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情，

但你们的处理方法把小事放大了。我

问你，想在家长面前好好表演吗？”

“当然！”

“好，我来处理，但还需要你们配

合。”我拍拍尚尚的肩。

“没问题！”

看到学生脸上重新出现了笑容，

我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一半。

我又匆匆赶到报告厅，张老师还

在串联整个节目流程。意料之中，舞

蹈班全员都不在。我安静等待流程

结束，走到张老师身边：“张老师，不

好意思，我代表学生向你道歉。”

见我上来就道歉，张老师不好意

思起来：“你跟我道什么歉，又不是你

的错。你看，那些孩子都走了，剩下戏

曲班的在这里反复练习。他们那个节

目的舞蹈动作重复很多，少一分钟真

没什么……”“张老师，我是这么想的，

这次毕业汇报演出，家长肯定都来，平

时很少有这样的机会看到孩子在舞台

上表演，这一分钟对孩子和家长来说

都是特别的。”张老师听我这么说，噗

嗤一声笑了：“你说话可真逗。”眼看

着气氛有所缓和，我又说：“这些孩子

犟起来八头牛都拉不回来，到时候真

开了天窗，领导和家长追问起来这责

任算谁的？节目花名册都制作好了，

这时候可不能出岔子……”听我这么

一说，她若有所思。我连忙说：“你

看，能不能修改主持人的串词，让各

个节目衔接更紧凑，一分钟哪里挤挤

都有了！”

“好好，吴老师我答应你，可学生

那边……”我明显感觉到了张老师的

尴尬。“没事，我来解决。”我连忙拨通

学生手机：“事情帮你们解决了 30%，

剩下的70%……”“70%？”电话那头的

学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该

怎么做？”“你们对张老师这么没礼

貌，你说应该怎么做？我们现在在报

告厅。”

电话挂了不到 2分钟，整齐的 14

个人一个不差站到报告厅：“张老师，

对不起，刚才不应该当众跟您顶嘴。”

说完，挠了挠头。“你看，学生年纪还

小不懂事，就给他们一个认错的机会

吧！”看到学生这样，张老师不好意思

了：“你们就按照原计划吧。”

事情到了这里，总算是有了一个

圆满的结局。一分钟的较量，是学生

存在感的证明。青春期的孩子个性张

扬，做事不在意后果，良好的沟通可以

避免极端事情的发生。而在沟通时，

班主任要多一些同理心，探寻学生反

常的原因，挖掘事件背后的故事，多么

棘手的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桐庐县职业

技术学校）

一分钟的较量 □吴雀屏班级叙事

家校彩虹

我秀我班

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从一年级（1）班到四年级（1）班，江苏省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这间教室的墙壁上，每学期都会张贴一个大大的蛋糕贴纸。这是一个由学生设计、制作的

多层“蛋糕”，每一层代表不同的月份，写着班级所有学生的生日。每到学生生日那天，班主任都会给上“小寿星”送上一本课外书，全班一起唱响生日歌，送

上美好的祝愿，拍下甜蜜的瞬间。每个学生都享受这样的生日，虽然没有蛋糕，没有蜡烛，没有昂贵的礼物，可孩子们收获了来自集体的爱。 张玲/图文

□丁如许

﹃
魔
力
蛋
糕
﹄

家校共育，不仅在公开活动中，

还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一次写读

后感的家庭作业，孩子思考的深度没

有达到家长的希望，家长有情绪，孩

子不快乐，班主任便给家长写信助其

疏解情绪、理解孩子。当教师为所谓

“小事”与家长沟通，这样的教育更有

温度，对孩子的成长也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