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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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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立场

班主任的说话艺术
□陈心权

《资治通鉴》卷二十八记载了一个

故事：汉元帝欲乘船去祖庙祭祖，薛广

德认为乘船危险，强硬阻止，汉元帝很

不高兴。此时，张猛及时出来解围，他

的话让汉元帝很受用。于是，汉元帝

听从了张猛的劝说。同样是说话，效

果却大不相同。

这个故事，能给班主任什么启示？

班主任教育学生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发现学生优点，再指出不足

在沟通前，班主任首先要肯定学

生的优点、已经取得的成绩，然后再指

出缺点，这样学生更容易接受。张猛

为什么能说服汉元帝，是因为他用“主

圣臣直”突出了汉元帝的优点“圣明”，

从而打开了皇帝的心扉。

我班学生张志抄袭范文当习作，

我发现后将他叫到办公室说：“你的习

作书写工整，说明你非常认真；字迹清

秀，说明你有才华。练过书法吗？”张

志骄傲地说：“还获过奖呢！”我接下来

说：“这篇文章无论立意还是行文都堪

称上乘之作。你选中这一篇说明你下

了一番功夫，一定读了不少类似的文

章吧？”说到这里，张志不好意思地笑

了：“老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没有

一句批评，目的达到，夫复何求？

批评要站在学生的立场

并不是所有的批评都要用“糖衣”

裹着，对于学生那些明显的错误行为，

班主任直率一些也无妨。我们站在学

生的立场，学生一定能够感受到批评

背后的爱，即使重些他们也乐于接受。

小羽怕吃苦，找理由不参加体育

考试。体育老师打电话给家长核实情

况，得知孩子健康状况良好，就严厉批

评小羽,小羽仍是拒绝参加考试。我知

道后找到小羽说：“体育考试只是手

段，分数只是衡量指标，强身健体才是

目的。体育老师让你参加考试，不是

在乎你的成绩，而是希望你有强健的

体魄。”小羽信服地点点头，顺利完成

了体育考试。

尊重在前，批评在后

让一个人心服口服接受批评的最

有力武器是尊重。

《孙子兵法》云：“卒未亲附而罚

之，则不服……”班主任遇到犯错误的

学生时，应尊重对方，然后再批评教

育。比如，两个吵得面红耳赤的学生

站在你面前，你从容镇定地倒上两杯

水，一人递上一杯。准备两把椅子，让

他们坐下来慢慢说。这时，他们手里

有杯水，屁股下有把椅子，还有什么话

听不进去，还有什么道理讲不明白？

尊重在前还体现在讲究场合、照

顾学生的面子上。学生有些错误是无

意犯下的，比如作业写好忘家里了；有

的是被迫犯下的，比如面对他人的无

礼挑衅或者侮辱愤而反抗；有的是无

奈犯下的，比如由于没听懂课而迟交

作业。这些错误都不适合在班级内批

评，选择在办公室面对面批评更合适。

尊重在前更体现在公平对待每位

学生。尊重其实就是对一个人的人格

尊重。而人格正是最需要平等对待

的。如果班主任在批评学生时不能遵

循同一个标准，优等生易产生盲目自

大的不良情绪，后进生则易产生自卑、

委屈甚至反抗情绪。如果你不能公平

对待学生，接下来的批评还能达到教

育目的吗？

如果班主任在批评教育学生的时

候，能强化优点、淡化缺点，真正站在

学生的立场上，以关爱为底色，以尊重

为先导，以公平为准绳，就一定能取得

良好的教育效果。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永城市第五

初级中学）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我建议每位教师都来写教育日记。这个建议尤其适合班主任，班主

任与学生之间有许多难忘的故事。当那些人、那些事在心中翻滚并用日记的形式记下来，将

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前一段时间，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组织开展了班主任日记征集活动，这些日记真实记录了

当地班主任平淡又不平凡的工作与生活。本期，周刊从400余篇日记中选择5篇与读者分享。

日记里的日记里的““多面老班多面老班””

特别策划

开学第一天，班里转来一个文静

的女孩，她叫赵婧姝。“婧”多才也，“姝”

美好也，多么有寓意的名字。可不久

赵妈妈就给孩子请了长假，寻问缘由，

她只说孩子被同学欺负过，怕见人。

治疗一段时间后，婧姝来上学

了。眼前的她低头不语，一双手不停

地揉搓着，身体微微颤抖，无措又恐

惧。我拉起她的手，她的手心冰凉。

或许是手心的温度让婧姝感受

到了老师的善意，她平静了许多，断

断续续地讲起自己的过往。

小学六年级时，婧姝被同学欺

负，回家告诉了妈妈，妈妈却说她不

懂事，找理由不上学。从此婧姝选

择了忍受，认为小学毕业就好了。

没想到，初中上了一所寄宿学校，当

同寝室一个女孩被欺负时，深有同

感的婧姝选择了帮助她，结果两个

人都被孤立。这次婧姝没有告诉妈

妈，因为她要学会“懂事”。

我情不自禁地抱住婧姝说：“一

切都会好的，相信老师！”妈妈的电话

打断了我们的交谈，我站起身，用轻

松的语气说，“走，我们去找妈妈”。

一路上，我拉着婧姝的手，虽然谁也

没说话，但我能感觉到她很安心。

婧姝坚持上学已有半个月，这

半个月里，我每天早上都会在走廊

里与她“偶遇”，然后一起进班。平

时，我会安排一些小事让婧姝做，创

造她与同学接触、合作的机会。老

师与同学的热情、真诚温暖着婧姝，

她主动与我打招呼，主动与同学一

起玩，上课时也抬起了头。

孩子面对校园欺凌时，往往求助

于最亲近的人，比如家长。如果家长

不能给予支持，他们的境遇就会很

难，心灵会受到创伤，他们会选择逃

避、沉默甚至伤害自己。班主任与家

长要帮孩子找到出路，找到安全与尊

严。比起身体上的创伤，心理上的创

伤是无形的，我们不应让校园欺凌成

为孩子“隐形的伤痛”。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鞍山市第

二中学）

2021年3月19日 星期五 天气晴

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
□徐 雯

回顾多年的带班经历，我发现

一个现象：一个班的学生即使在一

起生活三年，也总有一些人互相不

太熟悉，甚至没讲过几句话。学生

总是以自己的座位为圆心，以四个

座位的距离为半径，形成一个“社

交范围圆”，平时多与“圆内”同学

打交道。

为了打破“社交范围圆”，我

在班里举行了“国王与天使”守护

活动。

我把事先准备好的盒子放在

讲台上，里面是写有每个学生名字

的小纸条。活动之前，我认真说明

活动规则：每人从盒子里抽一张小

纸条，如果是本人就放回，如果不

是就保留。当抽到一个名字时，不

要揭晓，更不要“泄露天机”。纸条

上写的人就是你的“国王”，你就是

守护他的“天使”。在接下来的一

个月时间里，你要鼓励他、帮助他、

欣赏他，为他做所有力所能及的事

情，但是这一切都要默默地、不为

人知地进行，真的就像“天使”一样

守护这位尊贵的“国王”。

接下来的一个月，班里异常热

闹，学生之间十分融洽、亲密。他

们每天谈论的话题少不了“国王”

与“天使”，大家一边享受天使带来

的各种惊喜，一边推理判断自己的

“天使”是谁。生活一下子多了许

多趣味，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都因为

期待与付出而充满温情。

对于“天使”来说，守护“国王”

的办法很让他们伤脑筋。为了不

让“国王”推断出“天使”是谁，“天

使”每天都煞费苦心地想办法：有

的人透支了饭卡，有的人求他人帮

忙，有的人为了“不暴露”用左手写

字，有的人散布“干扰消息”。

一个月后，我们举行揭晓仪

式。“国王”轮流谈自己这一个月的

猜测与判断，分享“天使”为自己所

做的事情。分享活动中，出现了很

多有趣的插曲。

学生说：“简直太喜欢这个活

动了，谢谢老师给我们创造爱与被

爱的机会，这个活动有魔力。”

“国王与天使”活动使学生像

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在一起，收获

了爱与被爱，温暖与惊喜，期待与

给予……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鞍山市第

一中学）

2021年4月8日 星期四 天气晴

“国王”与“天使”
□赵敬华

送走了新一届毕业班，沉浸在

休闲时光中的我，发现了书架上的

《玖传》。我的思绪回到了3年前的

那个午后，我和 20届 9班学生的第

一次见面。

“同学们，当你老了，回忆起高

中生活，会不会很怀念这段时光？”

我的目的是拉近学生之间的距离，

加强班级凝聚力。正当我为自己

的铺垫喝彩时，一个声音传来：“岁

数一大就忘得差不多了。”听了这

话，我及时回应：“这位同学说得太

对了，你说的正是老师所想的。那

么，我们该如何避免岁月这一不可

抗因素造成的后果？”

一时间，原本彼此陌生的学生

有了第一次交流。最后，一个“伟

大”的计划诞生了。我们要写一本

史诗级的“著作”，命名为《玖传》。

“玖”，毋庸赘言，是我们的班级

名；“传”字可大有来头，取的是《史

记》中“列传”的“传”字，寓意班级学

生都可成为名垂青史的国家栋梁之

材。就这样，学生轮流写每一天班

级学习、生活中的点滴趣事，有老师

的、学生的、师生互动的。随着时间

的推移，书中老师和学生的名字也

都被各种有特点的绰号替换了。大

家最期待的事情，就是今天的作者

用何等语言记录班里的故事……

现在想想，作为班主任被学生

写在日记里，偶尔成为主角，实为

人生一大乐事。

毕业将至，我们一起经历的这

三年的故事写满了1000多页纸，虽

说一切都过去了，一切却也都留下

来了。

我们集全班智慧，将《玖传》分

为上、中、下三部曲，还起了三个

小名“就是帅”“就是靓”“就这样”，

每本书还有一个巧妙的书脊——

青春留在鞍千路。

问：何来这三个小名？

答：“就”乃“9”的谐音，“帅”为

男生之理想，“靓”乃女生之所愿，

“这样”便是我们班级的模样。

评曰：确实经典！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鞍山市第

一中学）

2020年7月18日 星期六 天气晴

青春留在鞍千路
□车万里

“老师，小喻被小明打哭了！”

我说：“别急，老师去看看。”

我刚走没几步，就见小喻一

边向我跑来一边喊：“小明欺负

我，打我！”我连忙伸出双手迎住

她：“老师在，别怕。”然后一把将

她搂在怀里，一边安抚一边轻轻

擦去她眼角的泪。

两年前，小喻的父母离婚了，

他们都外出打工，小喻只好跟奶奶

相依为命。奶奶没什么文化，辅导

不了功课，去年疫情期间上网课，

所有作业都在手机上做，小喻要独

立完成所有任务。作为班主任，我

不但辅导她的功课，还给她心灵上

的关爱、精神上的鼓励。我又是多

么自豪，因为被学生需要是一件幸

福的事情。

此情此景，我的脑海里又浮

现出 10 年前的画面：那个毕业班

里有个叫雨晴的孩子，父母都在

辽阳上班，她从学前班开始就远

离父母的怀抱。一次班会上，我

和孩子们谈心、谈理想、谈将来学

有所成回报父母与社会。说到动

情处，雨晴突然跑到讲台上抱住

了我：“老师，您就像妈妈一样，我

爱您！”接下来小月等几个女生也

纷纷跑到前面抱住我：“老师，您

就是我们第二个妈妈，我们永远

不会忘记您。”我和孩子们抱在一

起，我们的心凝聚在一起，我们的

爱交汇在一起。

这两件事告诉我，向孩子传递

爱一定要真诚，发自内心的自然流

淌，才会有春风化雨的力量。

孩子，当你们能够展翅高飞的

那一刻，依旧站在三尺讲台的我，

想大声对你们说：“孩子，再让我抱

抱你！”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岫岩满族

自治县石庙子镇西青苔峪小学）

2021年3月9日 星期二 天气晴

再让我抱抱你
□黄淑莹

今天是星雨儿童康复中心中

班竞选“VIP”的大日子。参加竞选

的男生是天瑾，女生是浠竹。我担

任主持，家长担任评委。

姥姥评委团说，天瑾的特长是

踮着脚尖走路不倒，转着圈走路不

晕，广告词背得像绕口令，是班里

的大才子。虽然他患有Ⅰ型糖尿

病，但是有庄老师全程陪护，享受

的就是“VIP”待遇。

听得此言，我的思绪回到了天

瑾突然晕倒的那一刻。当时，他妈

妈痛哭流涕，“庄老师，我始终不想

承认孩子遗传上这个病，直到有一

天早上，我忍不住尝了孩子的尿

液，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我不

断地劝导她面对现实、积极应对。

为了帮助天瑾，我利用业余

时 间 学 习 了 有 关 糖 尿 病 的 知

识，每天监测天瑾的血糖，提醒

他 按 时 服 药 ，督 促 他 运 动 。 天

瑾 的 病 情 得 到 了 控 制 ，身 体 和

精 神 状 态 越 来 越 好 。 一 天 ，天

瑾 眨 着 亮 晶 晶 的 眼 睛 看 着 我 说

“庄老师像妈妈”。

家长都感叹说“小糖人”命好

啊，遇到了庄老师这个“大贵人”。

妈妈评委团说，浠竹刚来时对

任何事都没有反应，还经常因癫痫

发作而尖叫、咬伤自己。经过这几

年的康复训练，浠竹进步很大。庄

老师拿甜脆的胡萝卜块给她，她摆

手拒绝，要吃炒熟的；庄老师拿削

好皮的黄瓜条给她，她打手势询问

“蘸的酱呢”；庄老师拿着切好的西

红杮给她，她抖着手示意老师“多

撒点儿白糖”……这样的“小主儿”

才是真正的“VIP”。

回想当年，喊浠竹的名字时她

总是像没听见一样从我身边“飘”

过，但是我坚持不抛弃、不放弃，精

心设计夸张的表情与动作“勾引”

她上我的“船”。哪怕经常是学完

后又归零，节假日后又清零，我也

坚持单曲循环模式从头再来。星

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现在，我叫浠竹的名字时她的目光

会立刻投向我。

正当评委热烈讨论时，浠竹的

姥姥进来了，老人家每天来送孩子

进行康复训练，高血压病犯了也不

耽误。这不，园长亲自给老人家高

高地举着点滴瓶，这样的待遇肯定

是“VIP”中的“VIP”啊！

最后，我宣布：天瑾是我们中

班名副其实的“VIP”，浠竹是当之

无愧的“VVIP”。

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每一个

都是“大人物”，希望他们都能被这

世界温柔以待。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鞍山市特

殊教育学校）

2021年3月31日 星期三 天气晴

“VIP”和“VVIP”
□庄静娴

（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