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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班主任2021年9月1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走出消极情绪，变被动为主动

班主任如何过自己的人生，也就如何面对学生的人生；用什么方法、态度面对自己人生的困境，也就如何指导学生走出迷
茫；自己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就会将自己的“三观”传导给学生，正所谓“教师的视界，学生的世界”。本期开
始刊发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高洁的教育思考，此为第一篇——

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不论是与师范生还是与一线教师

交流，一提及班主任工作，忙碌、琐碎、

应接不暇等词语就会接连出现。有的

师范生甚至表示很愿意当老师，却不

想当班主任。班主任工作为什么如此

令人望而却步？但为什么又有当了几

十年班主任的老教师总说，只有当了

班主任才能更了解教师这一职业的精

髓？基于这样的现实困惑，我在探寻、

挖掘这两种极端态度的答案，并试图

引领班主任走出消极情绪。

班主任工作其实蕴含着不为人

知的魅力：看不见，答案就是消极的、

谈虎色变；看见，答案就是积极的、春

色满园。

消极情绪，导致班主任工作的被动

要想走出消极情绪，我们首先要

找到原因。班主任的消极情绪一方面

来自道听途说，在工作开始之前，心里

已经填满抗拒与恐惧，并未动用自己的

智慧加以筹划、设计；另一方面是碎片

化的工作，使班主任深陷无意义感。面

对消极倦怠的工作状态，我们习惯于采

用抑制那些给人带来否定感的思想与

行为，并通过放大积极情绪解决这一问

题，认为只要不做、少做、选择“躺平”，

或有意转移重心、回避职责，就可以摆

脱困境，减少倦怠感与抵触感。但如此

逻辑不仅无法缓解班主任的消极情绪，

其中的自我麻醉与退缩反而抑制了自

身成长的可能性，更加无法正视班主任

工作，继而在“无聊”“糊弄”的生活状态

下“心如止水”。

真正使人烦闷的不是挑战、不是

辛苦，而是无聊、空虚、意义的消解。鉴

于此，要想探寻班主任工作的魅力，走

出消极情绪，重在从根本上调整自己与

工作的关系，不因工作的“完成”或奖赏

而获得工作动力，而是在自己付出的努

力与获得的成长中获得动力，从追求多

巴胺转变为追逐内啡肽的思考方式，从

工作的被动执行者走向主动酝酿者，实

现这种转变需要从深入思考班主任工

作到底“是什么”开始。

重建自己与班主任工作的关系

班主任的工作概括来说，即认真

做好班级的日常管理工作，维护班级

良好秩序，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等。这

句话看似简单，但真正实施过程中包

含着诸多脑力、心力与体力的付出。

从班规的制定、班会主题的选择、班

级活动的筹划组织、班干部队伍建

设，到班级氛围的营造、学生思想道

德建设、心理健康、学习生活状况等

诸方面的成长记录与评价，再到与家

长的协作、与任课教师的合作、安全

防护等，其中的复杂性、多主题性、不

确定性提示着我们，这不正是我们整

个人生的缩影！

在一次与班主任的交流中，说到

班主任工作的多样性、复杂性与现实

生活别无二致时，一位有着十几年班

主任经历的老师打趣说：“红尘滚滚、

熙熙攘攘，现实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

醋茶，每一样都是看起来简单但做起

来难。人这一辈子有太多的困惑与

烦恼，每一份都扎扎实实地等待着我

们去解决。我们解决学生的问题，解

决班级的问题，与我们解决生活中的

问题是一样的。这就是说，我们要主

动改变自己的心态，接纳当下。当你

帮助学生解决了一个问题，当你的班

级因为你的经营而积极向上，班主任

工作带给你的就是积极的人生体

验。消极情绪就会因此而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成就感与幸福感。”

班主任如何过自己的人生，也就

如何面对学生的人生；用什么方法、

态度面对自己人生中的困境，也就如

何指导学生走出迷茫；自己拥有什么

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就

会将自己的“三观”传导给学生，正所

谓“教师的视界，学生的世界”。

提升素养，找回工作热情

许多班主任都曾向我讲述他们

用自己的感悟与成长经历影响学生

的事例。比如，当学生因同学家境

的不同而感叹世间不公时，专业的

班主任并不会简单地回复“不用伤

心，世间是公平的，并非你认为的那

样”，也不会草率地应答“所以你更

要好好学习，成为他们”。其实，任

何问题都隐藏着教育的契机，也考

验着班主任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体

现着班主任的视野与格局。在这个

问题中，与我交流的班主任非常清

楚地表示，学生之所以产生这种失

望的情绪，是因为对“公平”的理解

有误。“公平”并非“一样”，并非给你

多少钱，也得给我多少钱。将“公

平”理解为数量上的相同是将“公

平”错误地理解为“平均”，只看重最

后的结果，而忽略了人们获得结果

的过程。“公平”的本质是“得其所应

得”，正因为社会对付出更多努力的

人有着更多褒奖，所以这个社会才

是“公平”的。这样的解说是不是更

能启发学生？在这样的沟通中，我

们会因为学生的豁然开朗而感受到

工作的价值。这也正是我们走出消

极情绪的必由之路——不断提升自

己的素养，在师生的相互认可中找

回工作热情。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都很令人

动容。班主任自己在价值冲突经历

中获得的领悟成为调和学生认知世

界、化解矛盾的指南；自己对人生意

义的醒悟成为引领学生前行的明灯；

自己对未知事物的理解成为学生面

对不确定性与复杂生活的勇气……

就在这样的讲述中，班主任将自己与

学生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要

求班主任不仅要具有生活智慧，还要

能够将生活智慧这一不可估量的潜

流，流过学生生命的瞬间。说到这里

我们突然发现，班主任的魅力并非一

味燃烧自己、点亮他人，而正是我（班

主任）与你（学生）一起探寻生活的奥

妙。这个过程中，学生一边见证着班

主任的人格完善，一边完成了自己的

人格升华，而这正是对“长大后我就

成了你”的最好诠释。

家校彩虹

我和你

高洁，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

士，首师大德育研究院秘

书长，中国教育学会中青

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副

秘书长。

每个班都会有几个特殊学生：他

们有的内心充满自卑感；有的过度活

泼频频惹事；有的自我封闭沉默寡言

……帮助这些学生融入集体生活，快

乐 成 长 ，成 为 班 主 任 必 须 接 受 的

挑战。

接手这个班已经一年多了，刘道

全的个头长高了不少，但是他的表现

没有什么变化：他总是趴在课桌上，

无论课上还是课下；提问他时，总是

沉默无语；同学游戏或班级活动，他

总是躲得远远的；作业总是不交，老

师追问，他还会默默流泪；他身体很

弱，脸色苍白，经常胃疼；最让我担心

的是他越来越冷漠，不管班级发生什

么事，仿佛都与他无关。他的种种表

现让我揪心。

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表现？他的成

长背景是怎样的？他与父母之间的关

系如何？为此，我曾经尝试与刘道全

的家长联系，可总是联系不上。我试

图与刘道全沟通，他不是沉默就是流

泪。我没有放弃，我在等待时机。

一天，我发现刘道全上课没有趴

桌子，似乎在听课。下课后，我喊他

到办公室谈话。我以这节课的学习

内容为切入口，询问他有没有听不懂

的地方，需不需要再给他讲讲。他说

听懂了……

就这样我们有了第一次沟通：

刘道全的爸爸妈妈一直感情不和，

在他初二时离婚了。离异前爸爸在

外经商，经常不在家。妈妈是家庭

主妇，但是无心照顾他。总的来说，

刘道全是在缺少爱、缺乏管教的家

庭环境里长大的。

知道了刘道全的成长环境后，回

顾他的各种表现，我明白了：妈妈无

心照顾他，所以他得了胃病；无人管

教，沉迷于游戏，所以他上课没精神；

父母长期争吵，所以他冷漠、脆弱、

爱哭。

我为他的遭遇感到非常痛心,决

定帮助他走出困境。

他缺乏母爱，我就像妈妈一样唠

叨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劝他早上吃早

餐，天气冷了提醒他加一件外衣。

有一次，为了告诉他这世界很美，

我们俩站在教学楼五楼平台上，一起

欣赏学校附近的景色。放眼望去，绿

茵茵的草地，蔚蓝的天空，朵朵白云，

微风徐来。我跟他说：“看，多美！风

吹在脸上，多舒服！”他说，那是他第一

次发现学校有这么美的景色。

要帮助刘道全，仅靠我一个人的

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他父母参与，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通过刘道全与

他父母取得了联系。通过面谈、打电

话、微信等方式与他父母交流，告知他

们孩子的身体状态、学习状态、精神状

态并提出建议：让爸爸多与孩子联系，

多聊聊天，让孩子感受父爱；让妈妈多

照顾孩子的起居饮食，多关注班群信

息，关心孩子的生活与学习。

非常幸运的是，刘道全的爸爸

妈妈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快

作出了改变。爸爸经常给刘道全打

电话，节假日还带他出去游玩。妈

妈的改变更大，家长群里经常能看

到她的回复，这说明她及时看到了

我发的信息，关心孩子学习了。她

每天早上给刘道全做早餐，而且还

经常跟孩子聊天。

父母的改变抚平了刘道全心中

的伤痕，他的转变也非常大：脸色变

好了，开始交作业了，下课还找老师

问问题。最重要的是，刘道全开始笑

了，开始关心班级事务了。

上个月学校开运动会，刘道全给

班级每个运动员拍了照片，又利用业

余时间配上音乐，剪辑成小视频发送

到班级群。

刘道全的改变，是我在这次运动

会上得到的最大惊喜。这意味着刘

道全走出了困境。

帮助孩子，家校协同很重要。了

解孩子的内心需求，找出问题的根源

对症下药，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第二实验学校）

解铃还须系铃人

我秀我班

消防小卫士养成记

暑假期间，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实验小学二（7）班小露珠中队联系消防救援

支队，开展“消防演练，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进社区”活动。

消防大队的“蓝叔叔”以消防宣传、现场演示等形式给孩子讲解用火用电常识，发生

火灾后的处置程序，疏散人员方法以及火场自救、逃生注意事项。“蓝叔叔”幽默风趣，展

现方式多种多样。孩子们在实践中获得知识，增强了消防意识，成了消防小卫士。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实验小学 曹颖/图文）

爱与激励是一种相互滋养的关

系，如果说我们能从激励中感受到爱，

那一定也可以从爱中感受到激励。作

为一年级班主任，面对刚进入校园的

懵懂娃娃，我尝试着用“爱的预言”培

养孩子的规则意识，激发孩子的好奇

心与学习兴趣，留下一个个平凡而特

别的小故事。

李佳怡：“我叫‘小金子’”

李佳怡上课喜欢自顾自讲话，而

且特别不接受批评，哪怕是温和的提

醒她也不接受：“我没有做错啊！”这

让我们每个老师都很头疼。

其实，李佳怡很聪明，也很想进

步，我是否可以给她一个努力目标？

我找来李佳怡，拉着她的手跟她

聊起天来。

“你知道金子吗？”我问。

“知道呀。”她满不在乎地回答。

“那佳怡知道金子有什么特点吗？”

“很贵，很亮，被很多人喜欢。”

“其实你就是一块小金子。”

“啊？”她有些惊诧。

“你现在还没有绽放光芒，是因

为被泥土掩盖了，这些泥土的名字叫

‘懒惰’‘不够认真’‘不够守纪律’，如

果你努力改掉这些小毛病，也就等于

拨开了这些泥土，总有一天，你这块

小金子能被所有人看到，而不只是被

文老师喜欢。”

说完这番话，我看着李佳怡的眼

睛，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之后，我时不时与李佳怡打招

呼：“小金子，最近进步比较大哦”

“小金子，今天你帮助同学拿东西，

真好”“小金子，数学老师表扬你作

业写得特别整齐”！慢慢地，李佳怡

各方面都有了进步。前几天，“小金

子”给我写了一张纸条：“文老师，我

超级爱你！”

皮绎萱：“我不做‘小皮蛋’”

皮绎萱是班里的小捣蛋。有一

次，他一天闯了几次祸，我真有些束

手无策。

这种挫败感只是一时的，冷静

下来，我开始留心观察皮绎萱，发现

这孩子非常在意自己每周有没有得

到“小太阳”。于是，我开始时不时

激励他：“萱萱，你这个星期获得了

一个‘绿太阳’，多优秀！要是你再

加把劲儿，一定可以得到一个‘红太

阳’，我相信你”“萱萱，不知不觉，你

已经成为种子选手了”“萱萱，你回

答得太精彩了，文老师给你鼓掌”！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夸奖皮绎萱

坐得笔直，他的反应出人意料：一边

用手做着比心的动作，一边用不太

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文老师，我

们俩比心。”那一瞬间，我心头一热，

走过去，用手刮刮他的小鼻子，也与

他比心。

现在，皮绎萱已经成了我们班的

遵守纪律标兵。

邓荣和：“我是老师‘心爱的’”

班会上，邓荣和拿着“小太阳”跟

大家炫耀。按照班规，她这种情况要

被没收一个“小太阳”。但邓荣和紧

紧攥着不肯交，放学后到校门口还在

哭。当时她家长还没来，我担心她情

绪波动大，就把她带回办公室。看着

哭得泪人一样的小家伙儿，我抱了抱

她，说：“你哭得这么伤心，可见你对

‘小太阳’多么珍惜，文老师把它奖给

你。记住，这是奖励给你的，不是还

给你的，文老师是奖罚分明的，哭鼻

子不能得到‘小太阳’，希望你改正缺

点，那样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小太

阳’，好吗？”她点了点头。

事后第二周，我在班上强调纪

律：“文老师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我

说了发‘小太阳’的时候谁讲话就没

收一个‘小太阳’，上个星期就是，就

算对我心爱的邓荣和也不例外，对

吧？”然后我瞟了瞟邓荣和，她有点窃

喜。我马上又接了一句：“当然，我们

班 48 个孩子都是文老师心爱的哦。”

孩子们全笑了。

生活就在这种看似平凡的小事中

继续，我怀着一份初心在曲折中前进，

虽然缓慢，但很美好。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雨花

区砂子塘小学第六都校区）

三个故事一份情
□文 冉

□余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