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秀我班

夏日炎炎，各种时令水果竞相上市。怎样让

孩子们更直观地认识水果，多方位体验生活乐

趣？我们二年级（6）班开展了水果创意拼盘活

动。孩子们自带了各种各样的水果，将水果切成

各种形状，拼摆成造型多样的拼盘。他们有的用

草莓拼成了穿着艳丽裙子的小姑娘，有的用香蕉

拼成了笑容可掬的海豚，有的用橙子片拼成了活

灵活现的小鸡……

水果拼盘活动展现了孩子们的精彩创意，提

升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更让孩子们

感受到了班级生活的乐趣。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金茵小学 窦春玲/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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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

当班主任 3 年，我经历了许多

“第一次”，这些经历让我慢慢靠近

孩子的心灵，懂得了好的师生关系

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班级工作

也因此得心应手。

张岩活泼机灵、品学兼优。但

就是这样一个好学生，却做了一件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天，负责午餐管理的老师对

我说：“王老师，今天中午张岩的饭

只吃了一点，趁我不注意时他把饭

盒悄悄放回了饭箱里。”

我们班的“光盘行动”一直做

得非常好，是学校的榜样班级。张

岩怎么会做这样的事？

疑问之余，我准备问个究竟，但

走到办公室门前我停下了脚步，这

件事既然是孩子悄悄做的，显然不

想让别人知道。如果调监控，只会

让孩子难堪，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也

许还会影响师生关系。有没有另一

种解决方案？

放学前，我故作委屈地对学生

说：“今天中午我被午餐管理老师批

评了，好难过啊。”

孩子们一听，七嘴八舌地问：

“王老师，您为什么挨批评？”

“哎，今天我们班有个同学没

‘光盘’，把饭盒放回了饭箱里，午餐

管理老师因此批评我。”

“王老师，不要难过，我们帮您

把他抓出来！”

“不用不用。换位思考一下，

我理解这位同学的做法。其实，有

时候我早上吃得比较饱，或者遇到

自己不喜欢的菜也不想吃。但我

一想，这些饭菜是营养师精心搭配

的，食堂的叔叔阿姨很早就要到学

校来工作，一盒饭菜背后是许多人

的辛勤劳动，所以我还是每次都

‘光盘’了。”

见孩子们不说话了，我开始背

诵课文《千人糕》里的片段：“一块平

平常常的糕，经过很多很多人的劳

动，才能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

应当尊重每个人的劳动成果……”

此时，孩子们与我一起背诵起来。

“所以，如果你身体不舒服，或

者没有胃口，可以提前和午餐管理

老师沟通，老师会为你少盛一些饭

菜，以免造成浪费。现在老师给每

个人发一张便利贴，如果不是你做

的就在上面写‘我没有’三个字，如

果是你做的就在上面写‘我错了’3

个字，写好后折起来放到讲台上的

盒子里。”

孩子们放学后，我打开了盒

子。一连二十几个便利贴写的都是

“我没有”，盒子里没有几张了，真的

“ 不 撞 南 墙 不 回 头 ”吗 ？ 我 有 些

忐忑。

终于，我看到了那张蓝色的写

着“我错了”的便利贴，字体是张岩

的，我长长舒了一口气。

晚上，我给张岩写了一封信：老

师欣赏你知错就改的勇气，勇敢是

人类最稀缺的品德，现在你拥有了，

不能弄丢这种美德哟！以后，如果

实在吃不完就跟老师沟通，我们都

能理解的。老师会把这件事当作我

俩的小秘密，不告诉别人，期待你的

改变。

第二天，趁着孩子们上体育课，

我把信放进了张岩的书包。

第三天，我意外发现备课笔记

里夹着张岩的回信：王老师，对不

起，我不喜欢吃空心菜，所以把饭盒

放回去了。其实，听到您说被午餐

管理老师批评时，我很想承认错误，

但又害怕您和同学们失望，再也不

喜 欢 我 了 。 我 以 后 不 会 再 这 样

做了。

真正的教育，必是建立在彼此的

理解、信任、尊重之上，充满关爱、温

情、润泽的意味。只有在这样的氛围

里，教育者才能了解生命的需求，了解

生命在每一个成长节点的需要，从内

心深处走向他们，从灵魂深处悦纳

他们。

我很庆幸自己当天没有武断地

批评张岩，而是在慢慢学着把“事

故”变成“故事”，把“解决问题”变成

“问题解决”。我也更加相信，更多

时候拥抱比批评更有力量。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苏杰学校）

以育人视角建设班级生活
□袁凤芹

家庭教育宣传语解读

家教宣传语，陪伴孩子度过青春期

一张便利贴
□王 婷

初中阶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

其生理、心理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表

现出反抗性与依赖性、闭锁性与开放

性并存的矛盾状态。当今我们处于

一个社会快速发展和变革的时代，经

济全球化、现实与虚拟世界并存。学

生发展和社会适应的需求，使得青少

年的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也对家长

的教育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

现今许多家长仍然存在家庭教育意

识淡薄、观念陈旧、方法简单等问题，

导致家长不能及时有效地获得科学

的家庭教育知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家庭教育促进法》（简称《家庭教育促

进法》）的出台，弥补了这一缺失。

为积极宣传《家庭教育促进法》，

引导全社会关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构建新时代学校、家庭、社会协同

育人新样态，引导家长学习先进的教

育理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提升家

庭教育宣传实践活动的鲜活性与感染

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家长

“应知应会”为主要内容的家庭教育宣

传非常必要且重要。基于此，初中学

段家长“应知应会”10条宣传语为：

1. 家庭教育是孩子的第一教育。

2. 让孩子成为他自己。

3. 言传身教，“五育”并举。

4. 让爱在家中流动。

5. 家庭是生活、劳动与创造的

乐园。

6. 关注孩子内心渴望，做孩子的

贴心朋友。

7．高质量的陪伴是送给孩子最

好的礼物。

8．让倾听成为一种习惯，做孩

子的情感“接纳器”。

9．肯定和鼓励成就追梦少年。

10．家长和教师是孩子成长的合

伙人。

10条宣传语旨在指导初中生家长

更新教育理念、了解孩子的发展需求、

掌握科学的育人方法。同时为教师尤

其是班主任指导家庭教育工作提供支

持与帮助。初中生的许多问题来自不

当的家庭教育，教育家长如何养育孩

子是未雨绸缪之举。作为专业的教育

者，教师是指导家长的最佳人选。因

此，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在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中应承担更多职责。

10 条宣传语既有理念层面的科

学引导，又有对家庭教育规律的阐

释，还包括对教育内容的进一步明

确。指导语突出问题导向，紧密结合

青春期孩子的生理、心理特点，融合

教育学心理学的最新成果，彰显现代

教育理念，系统全面体现《家庭教育

促进法》的要求。

青春期的孩子，生理上已经有了

大人的样子，但是心理上并不成熟，

他们总想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迫切

追求独立，不愿意被过分呵护，家长

的过度管制令他们难以忍受，他们不

再俯首帖耳“受制于人”。因此，面对

青春期的孩子，父母经常抱怨他们

“不听话、不懂事、不好沟通”，第 2 条

宣传语“让孩子成为他自己”就是为

缓解青春期亲子沟通矛盾而给家长

的建议。对于青春期的孩子，父母即

使再关心孩子，也要适度降温，沟通

时坚持“三不”原则“不要太关心、不

要太好奇、不要太热心”，尊重孩子的

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给孩子充

分的自主选择权。

现在，手机已经成了不少父母与

孩子之间的“第三者”，正在破坏着亲

子关系。不少“低头族”父母在陪伴

孩子时总是不自觉地掏出手机聊天、

玩游戏、刷视频，或多或少忽略了身

边的孩子。对此，第7条宣传语“高质

量的陪伴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提示家长爱与陪伴的重要性，并且在

孩子成长过程中要注重陪伴质量，不

仅要有时间投入，更要有情感投入。

第 7 条宣传语建议家长放下手机，与

孩子亲密互动，一起跳跳绳、下下棋、

打打球、做做饭，培养共同的兴趣爱

好。科学研究表明，经常开展家庭集

体活动可以有效增加家庭亲密性，提

升家庭凝聚力。感情的形成肯定需

要时间，家长应放下手机，每天至少

花半个小时与孩子聊天，陪伴孩子开

展多样活动。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家长认为教

育孩子是学校的事情，认为“我送孩子

来学校就是接受教育的，一切责任都

是老师或学校的，家长没有责任……”

把本来属于自己的教育职责推给学

校。部分班主任或教师遇到这一问题

时常常感到很难应对，第10条宣传语

“家长和教师是孩子成长的合伙人”，

提示家长要主动承担起属于自己的教

育职责，努力配合学校教育，学校也要

发挥对家庭教育的指导作用，实现协

同育人。

没有什么比父母教育孩子更加

需要智慧的了，希望初中阶段10条家

教宣传语，可以帮助这个阶段的家长

成为智慧父母，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

的引路人。

（执笔：曹 瑞 边玉芳；参与者：王

治芳 刘景菲 冷文义）

扫描二维

码，可见“家庭

教育宣传语解

读”详细内容。

创意班队会

“科技”微班会
□万 安

“双减”要克服教育的功利化、短

视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修

复教育生态，保障学生的健康成长。

当学生在校时间延长，班主任应以育

人视角建设高品质的班级生活。

回归育人的高度进行家校沟通

“双减”背景下，班主任要大胆开

展工作，主动对家庭教育进行有针对

性的指导，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身心

发展规律，积极指导家长做好孩子的

道德引领、品格锻造、习惯培养、阅读

陪伴。

其中，召开家长会是有效指导的

途径之一。会前，班主任可以通过不

同形式“问道家长”：“‘双减’之下，您

赞成班级的哪些做法”“您认为哪些

作业能促进孩子学习”“您在家庭教

育中最大的困惑是什么”等，全面了

解家长的诉求，筛查家长亟须解决的

问题。在此基础上，班主任可以组织

召开“焦虑无处遁形”“亲子相处有

道”“如何保障睡眠”“作业有规划”

“阅读需坚持”等一系列主题家长会，

搭建家校沟通平台，探索解决问题的

策略与路径。

“五育”并举，做好时间规划

“双减”之下，班主任要站在育人

的高度建设学生高品质班级生活。

高品质班级生活不应拘泥于课内校

内，而应跨越时空，实现课内外一体、

校内外联动。

首先，班主任要指导学生学会学

习，过高效率的学习生活。班主任要

采取不同策略激发学生的学习内动

力，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让学生

尝到学习的甜头。课业辅导时，班主

任要营造高效、专注的环境氛围，激

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力。

学习力是学生的生长力，涵盖学

习动力、学习毅力、学习能力等。形成

学习力的途径有很多，如自主学习、合

作学习、探究学习、项目式学习、主题

学习等。“学会学习”是系统工程，学生

“想学”的动力系统、“会学”的策略系

统、“善学”的能力素养形成、“乐学”的

兴趣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学习与

研究。当班主任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力，其学习效率将会大幅度提升，自

我价值感、自信心增强，班级生活的幸

福指数随之提高。

其次，班主任要坚持“五育”并

举，指导学生做好时间规划，管理好

自己的业余时间，让自己的业余生活

过得丰富而有意义。如坚持阅读一

本书、进行小课题研究、开展科学小

实验、进行项目研究、主题学习等。

例如，在开展《西游记》整本书阅

读过程中，我首先对全班学生进行专

题辅导，随后开展“我是小主播，朗读

《西游记》”活动，学生自愿组成小组，

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挑战点、疑惑点

加以研究，如感兴趣的一个人物、一

件武器、一个物件或一个人物的系列

故事等，学生兴致盎然，涌现了“唐僧

师徒取经路线”“从渣渣组合到团队

形成”“《西游记》中的数字研究”“从

《西游记》主要人物性格特点看团队

合作”“《西游记》中的法宝研究”“《西

游记》中的谚语和成语”“《西游记》人

物颁奖词”等几十项有意思的项目研

究成果。阅读有深度、学习有品质，

班级学生过上了高品质的业余生活。

“享研究之乐”提升育人能力

“双减”是挑战也是机遇。班主任

应成为终身学习者，向时代学习、向书

籍学习，在纷繁复杂的教育现场保持

育人初心。班主任还应向同行学习、

向学生学习，不断积淀教育智慧。

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

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

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

味的义务，那么你就应当引导每一

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

路上来。”

班主任工作还有不少“痛点”，每

个“痛点”都是研究点，更是生长点。

我们要在工作状态下研究、在研究状

态下工作，如此循环往复，育人能力

才能螺旋上升。

班主任要回归育人高度，聚焦学

生的班级生活精心引领，提高学生的

班级生活质量，努力促进学生身心全

面发展。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育英学校）

初中生正值青春期，自我

意识日益增强，成长的烦恼不

断增多。此时如果家长的教养

方式不当，很容易产生亲子矛

盾，甚至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初中生家庭教育宣传语旨在指

导家长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

通过高质量陪伴帮助孩子顺利

度过青春期。

高三阶段，学生经常有不良行

为：上课铃响后，不能迅速安静下来；

自习课上，时不时有人打着各种名号

到教室外闲逛；晚自习课间，整个班

级高声喧哗……这都是学生内心焦

虑、浮躁的表现，如果任由这些情绪

潜滋暗长，势必造成不良影响。怎样

尽快抚慰学生的情绪？我决定借助

“校园科技节”活动开一次微班会，引

导学生把心沉静下来，全力以赴投入

高三总复习。

周三下午第三节课预备铃响后，我

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嘈杂”的教室慢

慢安静下来。学生原以为我会“大发雷

霆”，我却不以为然地问大家：“同学们，

今天是什么日子？”物理科代表小声说：

“校园科技节！”我随即说：“对，现在我

们就借科技节的东风，做一个科学小实

验，如何？”大家纷纷拍手叫好，教室里

紧张的气氛明显缓和起来。

我举起一个鸡蛋问：“谁能让这个

鸡蛋立着转动起来？”教室里一阵沸腾，

学生跃跃欲试。我请平时心态浮躁、喜

欢讲话的吴浩明上讲台做实验，吴浩明

转动了几次，都没能让鸡蛋转起来。我

又拿出另一个鸡蛋，请平时表现沉稳持

重的李佳文上讲台做实验，当鸡蛋转起

来时，教室里一片掌声。

教育的契机到了，我说：“同学们

先静一下，请吴浩明谈谈感受。”这

时，吴浩明已经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摇了摇手中的鸡蛋，大声喊道：“我这

个鸡蛋是生的，他那个鸡蛋是煮熟

的！”我顺势追问：“为什么生鸡蛋转

不起来？熟鸡蛋可以转起来？”学生

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有的学生说：“生鸡蛋重心不稳，

转起来摇摆不定。熟鸡蛋重心稳定，

可以转起来。”

有的学生说：“生鸡蛋里是液体，

会晃动，所以转不起来。熟鸡蛋里是

固体，不会晃动，所以可以旋转。”

还有的学生说：“生鸡蛋重量轻，转

动不稳定。熟鸡蛋是煮熟的，有惯性。”

等学生说完，我总结说：“生鸡蛋

和熟鸡蛋的外观虽然相同，但生鸡蛋

的蛋清和蛋黄处于流动状态，可以在

蛋壳内移动，导致鸡蛋的重心不稳，无

法旋转。熟鸡蛋的蛋清和蛋黄呈固体

状态，用手旋转煮熟的鸡蛋时，蛋黄蛋

清会一起移动，在惯性的作用下鸡蛋

就会旋转起来。”

“醉翁之意不在酒”，解读完科学

小实验，我话锋一转说：“这个实验还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谁能说说？”

吴浩明起身说：“万老师想告诉我

们，学习一定要沉下心来，不要心浮气

躁。”我看教育的效果达到了，顺势

说：“你说得很好，这个实验启示我们，

只有将心稳住，才能‘玩转’高考。”

活动结束后，我把生鸡蛋送给吴浩

明，提醒他减少浮躁，踏实复习功课。

微班会后，我请吴浩明写一份

“冲刺倡议书”，他欣然应允。第二

天，当我看到吴浩明站在讲台上认真

宣读“冲刺倡议书”时，教室里非常安

静，大家都在思考如何静下心来冲刺

高考。

这次班会虽然只有10多分钟，却

比较成功地将班级里的“考前焦虑”

转化为教育资源，让学生在讨论、反

思中进行自我教育，进而提高认识、

摆正心态，为复习备考助力。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枝江市第一

高级中学）

给班主任的建议

□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