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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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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有

了好的班干部队伍，班级管理就像做

了减法与乘法，既能轻装上阵，又能事

半功倍。如何做好班干部的换届工

作，发挥新老班干部的“传帮带”作用？

帮带在平日，让班级轮岗有准备

班干部不是少数学生的专利，班

级管理团队的组建要面向全体学生。

我的班级实行全员管理，班级岗位

由全体学生共同设定，保证每个学生都

有工作岗位，都能参与班级工作。同时，

班级推行“1+X”班级管理团队模式，设

置常务班长1名，事务班长若干名。

常务班长负责对接、传达学校各

项工作，配合事务班长做好工作的推

进、监督与协调。事务班长承担学习、

卫生、纪律、体育、文艺、生活、评价等

某一项具体工作，支持、配合事务班长

做好班级整体工作。

不论常务班长还是事务班长，都要

在班级中帮带5-6名学生，组成自己的

团队，开展工作时要及时与团队成员沟

通，遇到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形成更

好的解决方案。每个学生都要报名加

入一个或两个团队，以此保证全体学生

都可以真正参与到班级管理中来。

帮带留记录，让精细管理有章法

具体工作怎么做，怎样才能做

好？班主任首先根据已有经验，发布

班级管理职责“明白纸”，对具体的工

作流程及要求进行说明。常务班长与

事务班长手中都有一本工作日志，第

一页就是管理职责“明白纸”，最后两

页是“岗位能力清单”。换届选举后，

我们发放新的工作日志，重新修订管

理职责“明白纸”，新班干部按图索骥，

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帮带有激励，让携手共进有机制

管理团队好不好，能不能发挥

“1+X”的帮带效益，班级考核上有激

励性评价体现，班级评价另设班干部

个体“管理成就奖”和团队“携手共进

奖”，全体学生参与投票。每人 1 颗

星，认可某位班干部，就把星标贴到

其名下。

常务班长与事务班长在周评价时

获得 10 个星及以上者，可获得“管理

成就奖”，给予座位优选权、诚信币、减

免作业等奖励，以此鼓励全体学生参

与班干部竞聘。

班级管理如同一场大戏，作为班

主任，既要慧眼识人才，更要在培养硬

核人才上敲好应对锣、打好指导鼓，让

每个学生参与班级管理时都能定好

位、负好责、办好事。如此，班级才能

有序、稳步前进。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第二

十七中学）

为了让更多学生在班干部岗位上

得到锻炼，我每学期组织两次班干部

换届。如何保障班干部换届后，班级

各项工作正常、有序进行？我从培养

班干部的角色意识入手，帮助新班干

部尽快熟悉岗位职责，快速成长为我

的得力助手。

争当好榜样

新班干部上任，我首先培养他们

争当优秀学生的角色意识，带动他们

以“学习上进、遵守纪律”这两张王牌

“取信于民”。我要求新班干部在各个

方面争当同学的好榜样，事事处处率

先垂范。这种角色定位，有利于新班

干部严格要求自己。

去年第二次班干部换届，小轩担

任了副班长，负责管理班级纪律。可

是小轩自己却不遵守纪律，上课经常

与同桌说话。这样，他督促同学时就

失去了说服力，招来一片不满之声，没

有人服从他的管理。当小轩一脸沮丧

地向我求助时，我和他一起分析了原

因，让他懂得“律人先律己”的道理。

之后，小轩自觉遵守纪律，渐渐取得了

同学的信服。

拥有优生的角色意识，是新班干

部进行自我教育的开始，也是他们能

否胜任管理工作的前提。

传递正能量

班干部好比火车头，火车要想跑

得快，车头就要跑得直。这个“直”在

此指的是班干部要行得正、立得直，做

积极言行的引领者、班级形象的维护

者、正能量的传递者。

班干部换届前，我要对上一届班

干部的工作进行表彰总结。其目的不

仅在于肯定优点、发现不足，也在于传

承与完善。

上一届班长小文，工作积极主动，

善于协调班级事务，被评为优秀班干

部。一次，其他班的一个男生打了我

班的庆利，孩子们跃跃欲试要打回去，

这时候小文拦住了大家，并且让一位

同学立刻通知我。正是小文的阻拦为

我赢得了时间，避免了一起打架事件

的发生。

班干部的一言一行是班级的风向

标，引领着班级的整体发展方向。班

干部一定要浑身充满正能量，才能树

立起班级良好的风气。

当好“小公仆”

班干部要当好班主任的小参谋，

这就要求他们不能当“应声虫”“传话

筒”，在完成班主任布置的工作时还要

有自己的思考，提出意见与建议。这

是在新班干部适应岗位工作后，我对

他们提出的进一步要求。

班主任要培养班干部的服务意

识，班干部不是“官”，是同学的榜样，

要从大局考虑，在服务中赢得同学的

支持。

对新班干部培养一段时间后，我

会借助策划班级活动的契机，放手锻

炼他们。在班级口风琴齐奏比赛的准

备过程中，从协调训练时间到设计比

赛队形乃至上下场的方式创新，新班

干部齐心协力，安排得非常周密，班长

还请音乐老师进行专业指导。新班干

部的种种表现令人满意。

班干部明确了自己的角色定位，

班级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形成良

好的班风。因此，班干部换届，不妨从

培养他们的角色意识开始。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实验小学）

开学第二个月，按照约定，班委

会要进行换届选举，通过自我推荐和

民主投票的方式，更新并优化班干部

队伍，以便更好地开展班级工作。

其他班委已经确定好，唯独体育

委员的人选悬而未决：原体育委员王

海经验丰富，工作认真，善于处理突发

事件。但王海的家长担心他继续担任

体育委员影响学习，而他本人则表示

愿意继续为同学服务，同时也会努力

学习、争取进步。另一个竞争者是开

学初刚转学过来的赵贺。赵贺成绩优

秀，自律性强，喜欢体育运动。但赵贺

对班级、学校的情况还不熟悉，性格又

有些腼腆。更让我难以决断的是，全

班44个学生，他俩的选票平分秋色。

“这可如何是好？”思来想去，我

决定先找王海谈谈。

“王海，你和赵贺有没有合作的

可能，如果可以合作，我找赵贺谈，然

后再商量你俩怎么分工合作。”我开

门见山地说了这番话。

我原本担心王海不乐意，哪知他

高兴地拍着手跳了起来：“老师，您真

这么想的？那可太好了！”我没想到

王海是这样的态度。看着我有些惊

讶的表情，王海道出了实情。

王海与赵贺两家住得很近，以前

就认识。赵贺在原来的学校也是体

育委员，而且体育成绩特别棒，尤其

是短跑。赵贺这次转学刚好到了我

们班，王海私下里与他商量，让他竞

选体育委员，可赵贺说不能与王海竞

争。王海说自己想多花点时间好好

学习。听得此言，赵贺说他可以帮王

海学习文化课。于是两人决定同时

参加竞选，如果选票相当，就由王海

出面与我协商，看看能不能由他们两

个人分担体育委员的工作。

原来如此！赵贺如此珍视与王

海的友谊，自然能与王海一起把班级

的体育工作干好。我这颗悬着的心

放下了。

王海找来赵贺，我们经过协商找

到了两全其美的合作方法：王海主

“内”，负责班级日常的体育管理，包

括课间操，早晚上学、放学的路队管

理；赵贺主“外”，负责班级的体育课、

体育训练、队列比赛、运动会等工

作。如果一人请假缺勤，另一人主动

替补对方的工作，工作时遇到困难，

两人协商解决。

班委会是班级的核心，在选择、

确定班干部时，班主任要根据班级的

实际情况加以变通，强化班干部队伍

的领导力，引领班级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石岛

湾中学）

山西王老师来邮件说，小茹是

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优

异、工作能力强，深受老师和同学

好评，在班里可谓是一枝独秀。

上学期，涵涵转学到了班里，

她不仅学习优秀，对同学的求助有

求必应，感召力很快赶上了小茹。

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涵涵考了全

班第一。

学校组织百科知识竞赛，每班

有两个参加初选的名额，涵涵与小

茹双双入选。接下来，王老师让她

俩分头查找资料，互通有无、共同

学习。涵涵把自己查找的资料全

部发给小茹，小茹说她家的电脑坏

了，不能查资料。涵涵又独自查找

资料，整理好后再次发给小茹。比

赛当天，涵涵还关切地问小茹有没

有背下来。

初选结果出来了，小茹通过初

选，涵涵落榜了。王老师找来涵涵

安慰她，涵涵委屈地说出了实情。

有同学证实，小茹家的电脑并没有

坏，她不想把自己查找的资料给涵

涵，故意说电脑坏了……

王老师心里五味杂陈，想不好

怎样就此事与孩子谈谈输赢，谈谈

竞争，谈谈友谊……如果你是王老

师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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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培养角色意识开始
□李 玲

唱好“换届”大戏
□王迎军

珠联璧合的体育委员
□卢桂芳

班干部换届，班主任要做好哪些

工作？

激发参与意识

班主任要让学生明确，这个班级

是他们自己的，不是班干部的，更不是

班主任的，每个人都是班级的主人，都

有参与班级管理的权利与义务。

换届选举前，班主任要做到心中

有数，主动与没有担任过班干部的学

生进行沟通，了解他们是否有参与班

干部竞选的愿望。如果有，希望参与

竞选的岗位是哪个，班主任可以提前

给予指导；如果没有，也要了解具体

原因，是性格所致还是受外部某些因

素影响。班主任要争取让每个学生

都有当班干部的经历与体验，因为只

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管理与被管理的

角色变化中学会换位思考，班级管理

才能更加顺利。

明确职务分工

许多时候，班干部工作做不好，

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班主

任的岗位职责分工不科学，管理出

现了交集或者空白地带，导致责任

不明确，工作出现疏漏。所以，班主

任一定要将每个岗位的具体职责交

代清楚。

班主任可以与学生一起回顾上

学期每个班干部的具体分工，结合上

学期出现的问题以及现状进行完善，

通过自荐、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候

选人，投票选举。

针对高年级学生，班主任可以直

接将工作进行切瓜式分割，让学生自

己组团认领任务，具体分工由他们自

己定，不过要上交一份分工与评价标

准方案。方案要经过全班讨论、全票

通过才有效。

举行就职仪式

为了让新班干部明确自己的岗

位职责，激发他们的责任意识，班级

要举行隆重的新班干部就职仪式。

第一项，上一届班委与班主任一起为

新班干部颁发聘书；第二项，新班干

部一一进行就职演讲，内容包括述说

自己的职责与工作计划；第三项，接

受同学的“刁难”，比如当同学不服从

管理时，你会怎么做；值日生不在，值

日任务该怎么安排；两个同学闹矛盾

怎么处理等；第四项，班主任带领全

体学生共同回顾班级精神，诵读班级

口号。

班级的换届选举工作，既要激发

全体学生参与班级管理的意识，又要

照顾到曾经为班级建设作出贡献的

“老干部”的情绪，让新班干部在隆重

的仪式中明确自己的责任，使全体学

生在换届选举过程中得到成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聊城市东昌

府区香江小学）

换届链接学生成长
□武秀云

每当班干部换届时，不少孩子都

会面对一些问题，比如班干部蝉联失

利、竞选落榜、职务变动等，都会造成

他们情绪的波动起伏，有的孩子甚至

会因为当不上班干部而破罐子破摔、

自暴自弃。如何避免这些情况发

生？我认为班干部换届时，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尝试：

首先，请放弃班干部蝉联的做

法。虽然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愿意当

班干部，但每个孩子都希望得到老师

的肯定与同学的赞赏。同时，对于顺

利蝉联的班干部而言，这种固化延续

的方式也会让他们在理所当然的心

理状态下丧失竞争意识。

其次，请放弃指定班干部的方

式。因为这样的做法有可能伤及上

一届班干部的心。二年级时，王勇是

我的学生，做事积极有热情，但自律

性弱，在我班时他不是班长。三年级

时，王勇分到其他班，班主任为了激

发他的自律性，让他当了班长。升入

四年级，新班主任在未经民主选举的

情况下直接指定其他人当班长。王

勇开始带头违反纪律，用他的话说

“老师看不起我”。

再次，请给予学生充分的尊重与

信任。班主任不妨在换届前坦言自

己的班级愿景，说说自己理想中的班

干部是什么样的，在共情中凝聚人

心，激起“我是班级小主人”的责任

感，让每个学生明白班干部是为同

学、为班集体服务的。在此基础上，

开展班干部申报及竞选。

在我的班上，第一轮竞聘后并不

直接确定班干部人选，而是根据评议

确定几组候选人，有时是两组，有时

是三组。几组人员搭配几套班子轮

换上岗，进行“岗位实习”。我给学生

一个月的实习期，这也是师生观察、

发现合格人选的关键期。实习期后，

再进行第二轮竞选，决定班干部的最

终人选。

按照以上三条原则开展工作，换

届选举出来的班干部可以在短时间

内成为班主任的得力助手。

新学期班干部换届，若能调动起

每个学生的责任意识，挖掘出每个学

生的管理优势，就是一个好起点。若

学生心中有班级、肩上有责任、脑中

有智慧，我想无论处在班级的哪个位

置，他们都会获得成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寻山

街道寻山完小）

放弃班干部蝉联的做法
□陈春霞

新学期，
如何创新班干部换届工作

开学了，班主任工作千头万绪，网络

上各种支招令人目不暇接。然而，沉下

心来想一想，我们的关注点往往在常规

工作的创新上，鲜有触及对班级后续发

展有实质性影响的问题。

开学前，山东省荣成市杨雪梅班主

任工作室成员广开思路,把研修聚焦到

“班干部换届”这个小而实的点上，“班干

部应该连任吗”“竞选中的竞争问题如何

化解”“‘新官’如何才能顺利上任”？希

望这些思考与实践能给大家以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