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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2021年9月22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从“你听我的”到“共同探索”

学科教师正在努力转变教育观念、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为学生那句“我明白了”而尽全力搭建认知框架、设计表达形式，
努力探索“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相比之下，班主任的工作则或多或少被忽视了，班级工作如
何从“你听我的”走向“共同探索”？本期刊发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高洁的第三篇文章——

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班主

任与学科教师在工作性质上具有同

质性，且这种同质性并非来源于教学

内容，而在于专业性的异曲同工。由

此可见，如何成为一名好班主任与如

何成为一名优秀教师是同样的问题。

学科教学与班主任工作存
在理念脱节

在评价学科教学时，我们会批判

教师的错误教育理念与授课方式。

教师若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我们会说

这种教育非但不能将知识传递给学

生，也不能培养学生应有的素养。新

课程改革以来，我们全力研究教育教

学的本质，引导教师努力扭转应试教

育的认知与教学方法。学科教师正

在努力转变教育观念、提升自己的教

育教学水平，为学生那句“我明白了”

而尽全力搭建认知框架、设计表达形

式，努力探索“是什么”“为什么”以及

“ 如 何 激 发 学 生 的 好 奇 心 与 求 知

欲”。相比之下，班主任的工作则或

多或少被忽视了。

班级生活中，面对学生的种种问

题，我们会听到班主任说“不能这样

做，这样做不对”“大家都不这样，所

以你也不能这样”以及“再做某某事

就扣你分”之类的语言，包括班规制

定、班委选举、座位排列等教育实践，

我们也遵循“别人怎么处理，我也怎

么处理”“与成绩无关的不必认真”之

类的诉诸经验、利益、成绩与他者等

因素的教育逻辑。班主任并不认为

这些是宝贵的教育契机，依然采用应

试教育的理念进行班级管理，重视说

教甚于重视分析与建设。

当学科教学已经有了素质教育

的氛围，学生却在知识学习外、班级

生活中再次成为被动的受教者，且一

些班主任的说教实质上是不良情绪

的发泄或居高临下的命令，而非说

理、更非育人。即使班主任有着满满

的关爱，但这种关爱也在责备、训斥

与否定的言语中变了味。随性的说

教只会削弱、损坏学生的思考能力与

探究活力，阻碍学生的心智成长。

之所以班主任工作的理念与教

学的理念相脱节，一方面是因为班主

任工作偏向于“事务性”，而非“教育

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班主任缺乏教

育能力与理论储备，无法像对待学科

知识一样对待班主任的教育内容，将

这个领域视为一个“名词”而非一个

“动词”，将问题解决等同于“你听我

的”而非“共同探索”。

有些班主任虽有学识，但无法将

专业性展现在具体问题上，没有形成

以思想和判断为支撑的专业品质与

实践策略。总而言之，日常生活中，

班主任期待被告知“怎么办”，想得到

各种能够立竿见影解决问题的绝招，

不仅没有像对待知识那样对待发生

于课堂中的诸多“事情”，没有思考这

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更没有意识到

这些“事情”其实与“知识点”一样也

是教育的内容，需要清晰解读、言说

并设计，甚至也需要班主任集体备

课、撰写教案。

从发生学底层逻辑思考班
级管理之策

不过，我们身边也有许多专业、

智慧的班主任，他们探寻某一主题的

发生学底层逻辑，深入不同观点的推

演逻辑，找寻正确的处理方式。

在一次以“班规制定”为核心词

的交流中，我与现场的班主任分享了

从发生学视角看待班级生活的各种

问题。当时，班主任A自告奋勇地讲

解了他对于班规的思考。

他认为班规就是班级中的规则，

规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逐步形成的

相处之道。社会规则的制定是人类

社会形成后，人们由私人属性转向公

共属性的必经过程。

听得此言，我接着说，“是的。所

以班规的制定就是社会规则制定的

一个缩影，只不过班级小一点，人数

少一点，但本质是一样的，制定班规、

遵守班规是学生从个体走向公民的

必然要求”。

班主任 A 继续说，“所以班规的

制定并非可有可无，也不是走形式。

相比于班规本身，学生充分参与班规

制定的过程，厘清班规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要制定班规，为什么班规应成

为学生的行动准则等基础性问题更

为关键”。

对话就这样一来一往地展开。

我继续追问：“班规到底应由教师制

定还是应由学生制定？班规一旦制

定好是否可以修改？哪些内容可以

放在班规中，哪些内容不能放在班

规中？”

班主任 B表示，肯定不能由教师

自己制定，规则是为了维护班级秩

序，只有每个人都认同这一规则，才

能遵守规则，争端才会最少发生。而

认同的最好方式即参与规则的制定，

将自己与班规的关系从被动服从变

为主动制定。制定班规的过程中，学

生可以充分思考现有问题，通过假

设、共情、判断等思想路径，将自己的

主体意志投射到规则中，创设解决方

案与标准。这样的班规是学生意愿

的体现，他们更愿意遵守。

班主任 C 也说，正是这个过程

让学生感受到自己与老师、与其他

同学都有制定班规的权利。在这个

过程中，学生不仅产生了自尊，也因

为彼此皆有的权利与平等关系而尊

重对方。

观点表达体现认知深度

这一场讨论让班主任理解了自

己日常工作内容与人类社会、与真实

生活的关系，也让班主任理解了“制

度”“权利”“自治”“尊严”等诸多概

念，并将这些概念“是什么”“应怎么

做”加以把握，提升学生在公共场域

中自觉思考与决策并由此行动的智

识水准，实现班级管理从“人治”走向

“法治”的状态。

任何事情均有其自身的逻辑体

系，我们要按照它“是什么”的规律

进行探索，班主任所面临的每个问

题皆是如此。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自

己要“正确理解”“全局理解”事件的

本质，更需要帮助学生搭建整个生

活世界的认知体系，通过深刻理解、

导向行动、反复验证与认同内化，逐

渐形成自己的认知模式，在以后的

生活中便会不自觉地按照这种模式

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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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夏时节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办

公室整理复习资料，手机铃声响起。

因为忙于手头工作，我没有立即接

听，哪知手机铃声一直响，赶忙按下

接听键，一个兴奋的声音传来：“郭老

师，您还记得我吗？我是姚翔，我接

到了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第一时

间告诉您……”那天下午，我接到了

许多这样的报喜电话，思绪将我拉回

到9年前。

9 年前，这些孩子刚刚入学一年

级，第一个打电话报喜的姚翔，当年

入学一个月了还在哭着找妈妈，其他

孩子也是状况百出。

究其原因，是孩子习惯了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毫无自理能

力。面对这群“小公主”“小皇帝”，我

怎么培养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的生活态度？

开学第一天，全校进行大扫除。

一（4）班班主任一个人在班里又是扫地

又是擦玻璃，忙得一刻不停，这个班的

孩子们则站在那里无所事事。

与一（4）班班主任不同，我给一

（3）班的每个孩子分配了劳动任务，

有的洒水、有的扫地、有的擦玻璃，

虽然他们打扫得不太干净，玻璃擦

得也很模糊，甚至把自己的衣服都

搞脏了，但最起码全班孩子都参与

劳动了。

正在我暗自得意时，一位家长

闹到了学校，说我是个非常懒惰的

班主任，让一年级的小孩子扫地、擦

玻璃，这位家长甚至跑去找校长要

求换班，分管领导也找我谈话，让我

稍微注意一点。

怎么办？想了又想，为了帮助孩

子增强动手能力、自理能力，帮助孩子

树立责任意识，更为了孩子的明天，我

没有像其他一年级老师那样事事自己

动手，而是对孩子进行了相关的技术

指导，并做好班级值日表，让孩子人人

按值日表值日，并且不允许家长代劳。

一开始，他们不会扫，地扫得很

不干净，每天班级卫生评比都是年级

垫底。我不急，一遍遍示范。好心的

同事对我说：“你这是何苦？卫生评

比天天扣分，班级拿不到‘卫生流动

红旗’，你就评不上优秀教师，还被领

导批评，最好在学生打扫的基础上你

自己再扫一遍，省事又省心。”

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今天帮他

们打扫干净了，卫生不扣分了，明天

他们还是没有长进，我的目的是培

养孩子的劳动能力，让孩子明白值

日是他们的责任，而不仅是获得流

动红旗。

随后，孩子值日时只要有一点儿

进步，我就及时表扬。经过一学年的

放手锻炼，孩子升入二年级后，每天

早晨我不用到班上督促，他们很快就

能做好班级卫生，而且不占用早读时

间。随之，班级的其他各项工作也上

了轨道，更可喜的是，他们的各科成

绩越来越好。

后来，那位要求换班的家长特意

找到我，拉着我的手不停地道谢:“谢谢

老师，孩子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什么事

都不用我操心。”听了家长的话，我欣慰

地笑了，前面的委屈没有白受。

这届孩子我一直带到六年级毕

业，不管是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学习

自律性，孩子都得到了锻炼。

细细想来，作为教师我们有责

任、有义务用满腔的关爱对待学生,但

我们也要明白，爱不是包办代替，爱

是指导他们自己做事，承担自己应承

担的责任。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镇江市丹徒

实验学校）

“爱”不是包办代替

我秀我班

我们班的数学课

周末的校园很安静，停车场空空

荡荡，但我还是认真停车入位。下车

后，我又特意看看车轮有没有压线。

这是小灵帮助全校老师养成的好习

惯，停车入位不正会被小灵贴“罚单”。

小灵是我班的学生，他平时很少

与人沟通，总是默默坐在教室的角落

里。因此，我总是用各种方式传递关

注与友好。

小灵成为学校的知名人物，是在

初一第二学期。学校发生了一件离奇

事件：好几个老师的汽车前盖上莫名

其妙被堆了沙子。我们查看监控发现

是小灵的“杰作”。当我询问小灵为什

么这样做时，他承认是他做的却不解

释原因。

没过多久，又发生了类似的事

情。这次更糟，几个老师的汽车前盖

都有轻度划痕。得知这个消息，我第

一反应就是小灵，一查看监控，果然是

他。这次事情严重，我请小灵妈妈到

校解决问题。小灵大吼一声：“谁让他

们乱停车的？上次已经警告过了！”

这时候，我如梦初醒，再次仔细查

看监控，发现被划的几辆车都有一个

共同点：停车不规范，不是停车方向反

了，就是占了两个车位，或是停在非停

车位上。原来小灵是在维护规则，进

行“执法”。

我和几位车主协商，由小灵妈妈

出面道歉赔偿。但这毕竟不是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小灵为什么有如

此举动？

在与小灵妈妈的深谈中，我找到

了原因：小灵爸爸是警察，做事一板一

眼，对孩子的要求也很严格，动不动就

批评小灵，父子关系因此很紧张。小

灵怕爸爸，从不敢接近他。此时，我深

感自责，只看到孩子不爱说话、不合群

的表象，并没有深入了解背后的原因。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我约见了

小灵爸爸。

“儿子总是令人失望，我脾气一上

来就会狠狠批评他。所以，他总是躲

着我、排斥我。”“不，小灵爸爸，您想过

小灵为什么会给老师的车贴‘罚单’

吗？他在模仿谁？他虽然怕您，但他

也尊敬您，把您当榜样。您的一句鼓

励或许胜过别人的千言万语。”小灵妈

妈一直朝我点头，小灵爸爸也沉默了。

第二天，我又把小灵请到办公室，

拿出准备好的“罚单”和“红袖章”，说：

“小灵，老师知道你并无恶意，只是提

醒老师把车停好。但是划车的做法不

对，警察执法也不能搞破坏，对不对？”

小灵抬头看看我。“我向德育处申请

了，以后由你担任学校的‘交警’，专门

负责检查老师停车是否规范。这是

‘罚单’，你可以贴到停得不规范的车

上，学校领导见了也会批评他们的。”

当我把“罚单”递给小灵的时候，他的

眼神中分明闪过一丝亮光，这是我从

未见过的。

之后，有教师在工作群里说自己

被贴“罚单”了。渐渐地，老师们停车

越来越规范。

我表扬了小灵，“现在老师们停车

可规范了，这有你的功劳”。小灵笑

了，笑得很开心。沉默的小灵，其实内

心住着一个“爸爸”。

一天，我意外收到小灵爸爸的微

信：“老师，自从谈话后，我一直在反思

对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么多年我一直

无法接受孩子的平凡，一直给他压力，

导致他不敢说话，不敢交往。现在我

每天和他聊天，讲一些执法的事，他很

开心。谢谢您坦诚相告。”

父母态度的变化，亲情的温暖打

开了小灵封闭的内心世界，他愿意和

我说话了，也主动与同学一起参加活

动。但有一点没有变，直到初中毕业，

小灵一直坚持贴“罚单”，尽管后来老

师们都养成了停车入位的好习惯，他

少有用武之地。

家长的言行影响孩子的心境与举

止。师生间何尝不是如此？小灵以自

己的方式规范了教师的行为，这又何

尝不是教学相长？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鄞州

实验中学）

沉默男孩的警察梦
□朱佳娴

□郭俊霞

我和你

班级叙事

数学应该是浪漫、精确、综合

的。数学课上，在学习“克”与“千

克”时，如何在孩子头脑里建立这

两个重量单位的直观认知？

我设计了“我是小小调查员”

的实践活动，偌大的教室瞬间变

为称重现场，数学课就这样被点

燃了。

我选取了一只装有 400 多克

的矿泉水瓶子，一点点地增加水，

全班安静，孩子们的眼睛盯着电

子秤显示的数字，还差 2 克就到

500克的时候，孩子们小心翼翼地

倒水。当电子秤屏幕出现 500 克

时，全班欢呼“够了够了……”我

们自制的 500 克标准量成功了！

孩子们在反复估一估的过程中建

立起对“500 克”的认知，“得意扬

扬”的笑容挂在每个人脸上。

（山东省济南市天山外国语学校 张 鹏/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