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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30日12版 班班 主主 任任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第

一单元的主题是“青春激扬”，在这

个单元的课文中，《沁园春·长沙》表

达了青春的豪情，《立在地球边上放

号》展现了青春的伟力，《红烛》里绽

放着青春的坚毅，《峨日朵雪峰之

侧》字里行间写满青春的意志……

这个单元学习结束后，我引导学生

思考，作为时代发展风向标的青年，

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底色？这一问

题引发了学生的热烈讨论。我以此

为契机召开班会，将学科育人与班

级建设融为一体。

以“青春的精神底色”作为班会

主题，选择什么形式为依托更容易被

学生接纳？学生最亲近的人是父母，

父母也曾青春年少、意气风发，通过

了解父母青年时代的精神追求、奋斗

与担当，引领学生自我成长应该是最

接地气的切入点。

可以原原本本展现父母年轻时

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莫过于当时的

书信，我请学生询问父母是否保存有

那时的书信，谁有请带来与同学分

享，也请家长回忆书信背后的故事，

开班会时讲给大家听。

班会上，学生贾雨成分享了妈妈

上大学时写给好朋友的信：“阿军，昨

夜一场秋雨打落无数的树叶，今晨一

场瑟瑟的秋风刮来无限寒意。现在外

面很冷，我们很少到户外活动，但并

不觉得无聊，精神生活很丰富。业余

时间，我们都在看琼瑶小说，曲折新

奇、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令人欲罢不

能，小说里面的人物痴情、善良又真

挚，字里行间充满诗情画意。有时宿

舍熄灯了，我们还在谈论李梦竹、江

雁容、夏小蝉，还在回味‘恻恻轻寒翦

翦风，小梅飘雪杏花红’的诗句……”

贾雨成读完信，学生李沫感慨道：“父

母青春年少时的生活充满诗意。与好

友分享大学生活、阅读心得，看起来随

意却很动人，这就是青春的精神底色

中诗意的浪漫。”

接下来，学生潘丘毅分享了姥爷

写给妈妈的信：“你这孩子还真行，不

到两年就要入党了，可见你很积极努

力。前天接到你系党总支发来的外

调函件，均已按要求填写好并寄往你

系党总支，等着你的好消息。孩子你

要记住，学习是一辈子的事，随时随

地都要保持学习状态，工作要积极，

多奉献，少计较得失。还有，注意劳

逸结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潘丘毅

的姥爷在信中嘱咐他妈妈要积极上

进，努力进取当是青春的精神底色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学生王代责与大家分享了爷爷

写给爸爸的信：“孩子，你现在具备了

成就一番事业的条件，要给自己确定

一个目标，朝着目标奋斗，至于能否

实现目标要看命运和机遇。你考大

学时我曾讲过，只要竭尽全力，考场

失利也不应自责，因为你已经努力

过、拼搏过，无愧无悔。同样，在事业

的征途上，你也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

实现自己的目标。困难是对人的考

验，只有奋斗才能使生命年轻。希望

我说的这些话对你有所帮助……”这

封信中传递出积极进取、勇于拼搏的

精神，十分令人感动。

学生从书信中深刻感受到父母

青春年少时的诗意浪漫、勇于拼搏、

乐于奉献的精神底色。这让青春不

仅具有了温度，还有了厚度。

我连线了两位家长，丰富书信背

后的故事。贾雨成妈妈说：“孩子读

的是1990年我给高中同学的信，里面

写的全是平淡的琐事。20 世纪 90 年

代人们的生活虽然略显单调，但是我

们的精神世界很丰富，内心充满对未

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临近毕业时，我

们都准备了一个笔记本，上面有每个

同学的临别赠言，到现在我还记得有

一位同学给我写的赠言，‘如果用心

观察，你会发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这句话我至今还记得……”

今天，我们青春的精神底色是什

么？从父辈那里我们可以继承什

么？学生在书信里感受到了父辈的

精神面貌，体悟到这也应是自己青春

的精神底色，新时代青年应与时代同

频共振，用青春绘就宏伟蓝图。

本次班会以书信为切入口，展

开时代的卷轴，挖掘学生生活中的

素材，从每个家庭入手，让学生认识

到不论哪个时代，青年人都应奋发

有为、勇挑重担，这才是青春的精神

底色。

（作者单位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信息时代，家长群是班主任优化班级管理、促进家校共育的重要平台。家长群
使用得当可以大大降低家校沟通成本，减少家校合作中不必要的负面消耗，让家校
沟通更高效、便捷，助推教育合力的形成。

信息时代，班级家长群已成为家

校沟通的重要工具。然而，家长群是

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以助推班级

建设，反之则会成为班级发展的阻

力。因此，每接手新班，我的首要任

务就是建立、建设家长群，充分发掘

资源，努力形成家校合力。

建章立制，科学管理

建班初期，我根据需要建立的家

长微信群有班级群、学科群、家委群，

班主任通过班级群发布各种重要通

知；学科群由科任老师组织建立，便

于随时解答学生的问题；家委群是家

长委员会组建的群，家委会成员在群

里讨论班级事务、建言建策，协助班

主任管理班级。

对家长群进行功能定位之后，我

请群主制定一份群成员认可的群规，

为后续工作打下基础。比如班级群群

规是这样的：群聊时间为每天的7:30—

20:30，超过规定时间有问题请选择私

聊；严禁在群内发布广告、拉票；群内

聊天以文字为主，教育资料或学生活

动的视频、图片请发至QQ群；个别问

题一律私聊；沟通时秉承平等、尊重原

则，不同见解求同存异，群内若出现言

语争执，群主有权将其移出群。

加强引导，巧妙沟通

各个家长群每天都可能有突发

情况，班主任要掌握沟通技巧、及时

处理，避免产生“垃圾效应”，保证各

个家长群的正面舆论导向。

我经常通过“抓、晒、夸”的方式

获取家校沟通的主动权。“抓”指的是

抓住学生在校学习和活动的场景，留

心学生快乐、感动、进步、成长的瞬

间，及时用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形

式记录和保存孩子的成长进步。比

如，及时拍摄下躲在角落里、腼腆的

女孩子鼓起勇气到台前展示的模样；

及时捕捉拔河比赛中孩子涨红了脸、

鼓足了劲儿为班级争光的瞬间；及时

写下几个爱打架的男生为班级浇花

带给我的感动。

“晒”就是把自己记录的文字、拍

摄的视频和照片，经过筛选、编辑、制

作后发到家长群，与家长分享孩子的

快乐。为此，我专门建立一个家长

QQ 群，把学生在校活动的图文及视

频资料打包上传。这不仅能实时呈

现教师、学生、家长的动态变化，还能

记录教师、学生、家长的活动轨迹，实

现家校互动。

“彩虹班”的班级日志就是一大

亮点。我利用闲暇时间，将班里发

生的事儿写出来，通过班级群发给

家长看，让他们共同体验孩子的成

长。关起教室门，家长并不知道我

们每天在做什么，发达便捷的网络

资源助我们一臂之力。很多精彩的

学生活动内容，让家长通过班级群

了解，渐渐拉近了家长与班主任的

心理距离。

“夸”的范围很大，包括夸家长、

夸孩子、夸学科老师等。在班级群

里，我经常表扬那些为班级作出贡

献的家长，鼓励各方面表现好的学

生，肯定学科老师的付出，营造一种

正面管理的氛围。同时，我还从细

节上打动家长，如做好班级“日表

扬”“周小结”“月反思”，定期在班级

群发布，这种做法不仅为自己积累

了班级管理的经验，而且让家长看

到班主任工作的用心。把一件平常

的小事做到极致也是促进家校沟通

的一剂良方。

挖掘资源，赋能成长

“彩虹班”的 QQ 群，除了学生的

集体活动照片、班级大事记等内容

外，还经常上传家庭教育视频，如班

主任录制的《培养学生感恩小妙招》

《四年级学生特点及陪伴策略》等，以

便家长下载学习。同时也鼓励有特

长的家长进行家庭教育资源分享，共

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如赵鹏爸爸

是牙医，他的小视频《科学护牙小妙

招》非常实用，深受师生欢迎；王莹妈

妈是一名中医，她为大家带来的微讲

座《十个常见问题的调理建议》，让我

们关注到平时忽略的健康问题；叶果

爸爸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经常与我

们分享他的新作品。

班级有许多促进学生成长的契

机：学校举行体育节、读书节、艺术

节、科技节等活动时学生的精彩表

现；班级日常生活中的感人事迹；学

生在人际交往中的冲突等，我会及时

在班级群发起讨论，将之转化为学生

的成长契机，这种交流讨论也在不知

不觉中提高了家长的教育素养。

家长群是班主任优化班级管理、

促进家校共育的重要平台，使用得当

可以大大降低家校沟通成本，减少不

必要的负面消耗，让家校沟通变得更

高效、便捷，形成教育合力。班主任

要顺势而为，学用、会用、善用家长

群，让家长也成为班级成长共同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

让家长群为班级发展服务
□高 敏

高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

区第十六小学语文教师，珠海

市名班主任。广东省名班主任

工作室主持人，珠海市德育研

究会理事。

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擦亮青春的精神底色
□许姗姗

假 期 里 的 一

天，我收到雯雯妈

妈发来的信息：“包

老师好！谢谢您一

直给雯雯鼓励和帮

助，在您的影响下，

她不但变活泼了，

而且知道怎样与小

伙伴友好相处了，

真让人欣慰，感谢

包老师！”这条信息

像一缕清风吹散了

夏日的闷热，我眼

前浮现出雯雯可爱

的笑脸。

三 年 级 接 班

时，我发现雯雯与

小朋友相处时经常

起口角，情绪上来

的 时 候 就 会 发 脾

气，或者一个人躲

起来生闷气，任凭

谁劝也听不进去。怎么帮助雯雯学

会与人沟通、相处成了我的心事。

活动课上，我正在操场带领

孩子们玩“两人三足”游戏，沫沫

急急忙忙跑来告诉我：“包老师，

雯雯又生气了，一个人走了！”我

让班长和体育委员带领大家继续

玩儿，自己急忙朝着向操场外走

去的身影追去。

追上雯雯时，我已经气喘吁

吁。我一把拉住她的胳膊，蹲下身

开导她：“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们

一起解决，你这样老师和同学都很

担 心 ，沫 沫 可 着 急 了 ，老 师 也 一

样。”我一边说一边摸摸她的脸。

雯雯默不作声，我拉起她的手慢慢

走回教室。

我没有再问原因，情绪的缓解

是需要时间的。直到放学后，我才

把雯雯以及一起玩游戏的几个女

生叫到办公室。有了时间缓冲，雯

雯的情绪稳定多了。经过几个孩

子的陈述，事情经过基本清楚了：

雯雯和几个女生玩得好好的，其中

一个女生在游戏时输了，想反悔，

雯雯不答应，两人因此吵起来，见

对方不认错，雯雯索性跑开独自生

闷气去了。

耐心听完整件事，我给孩子们

讲了一个故事——獾、熊、狐狸一

起玩搭高楼的游戏，搭着搭着高楼

忽然倒了，每个人都觉得不是自己

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对方有错。于

是你指责我、我抱怨你，大家扭打

成一团……

我故意停下来察言观色。雯雯

轻声问：“老师，后来怎么样了？”“后

来呀，你们猜猜看？”雯雯想了想说：

“小动物们是不是和好了？”她说得

犹犹豫豫，说完还拿眼睛“问”我，我

趁机表扬她：“雯雯好厉害！听故事

听得认真，还猜到了结局。其实，

獾、熊和狐狸之间的事情都被松鼠

看到了，松鼠从大树上跳下来，客观

公正地分析了事情的因果关系，建

议大家有话好好说，出了问题想办

法解决，不要互相指责。小动物们

觉得松鼠说得对，各自检讨了自己

的言行，然后和好如初。”

我没有说教、批评任何一个孩

子，而是通过故事把孩子产生矛盾

时的情境加以呈现，孩子们心思敏

感，都察觉到了两者的联系。此

时，雯雯有些不好意思，她的神情

变得柔和起来，向同学投去了善意

的目光。

这件事让我认识到故事的力量

很强大。后来，我讲过《小黑鱼》，提

醒孩子们团结力量大；讲过《有呀有

呀书店》，告诉孩子们大胆想象很快

乐；讲过《我的兔子朋友》，孩子们从

中悟出了包容的道理。我讲故事的

时候，雯雯总是格外专注，我们都能

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回应。慢慢

地，我惊喜地发现雯雯变了，听得进

别人的话了，变得会交流了。

一次家访，我参观雯雯的书房

时发现她有许多书，雯雯妈妈笑着

说：“有的书是雯雯听了您的故事去

买的。她说老师的故事特别多，怎

么也讲不完，自己也想亲眼看一

看。”听得此言，我心里暖暖的。原

来，故事播撒下的种子已经根植在

孩子心里，在小故事的滋养下，那个

倔强的小姑娘已经成为一个和善、

会交往的孩子。小小故事在师生之

间搭起了一座桥，让我们的心贴得

更紧了。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市崇

川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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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班队会

一班一世界

一间教室一束光
□王 婷

在我看来，教室环境是“唤醒的

教育”“无声的教育”，具有间接而内

在的教育作用。小学生年龄尚小，价

值取向、审美视角更容易受环境影

响。教室是学生每天停留时间最长

的场所，对学生的身心发展可以产生

深远影响。因此，接班初期，我就会

思考如何布置教室，打造优良的班级

环境。

设计一间教室如同探究一门课

程。这门课程的系统设计、具体呈现

要依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而定，

不能心血来潮、零碎拼凑产生。

每迎接一届新生，我都会倾注极

大热情去完成一间教室的设计与布

置。环境育人润物无声，一间充满智

慧与创意的教室就像一束光为学生

成长赋能，照亮他们脚下的路。

六（2）班名为“追光班”，教室设

计以“光”为核心，由此向外扩散。从

班名、班徽、班歌、班级口号、区域构

建等多个角度诠释教室设计理念，呈

现即将小学毕业的学生应有的精神

面貌。比如“追光班”的班徽由绿叶、

新苗和祥云组成，意为少年在阳光的

照耀下茁壮成长，“祥云”则象征“追

光班”的少年脚踏祥云追光逐梦。

教室里的三个学习园地分别命

名为“少年时”“追光者”“筑梦园”，班

级荣誉栏命名为“少年荣光”，劳动卫

生角命名为“少年责任”，教室里的每

个区域都有高度的启迪感，对学生的

道德、品格、修养、精神无不起着潜移

默化的影响。

“追光班”教室的装饰材料有竹

匾、松果、纸碟等，独具匠心的设计使

原本普通的材料充满艺术感，给学生

一种别样的审美熏陶。我们把方形

纸碟当相框，放入学生参加活动时的

照 片 ，形 成 一 面“ 光 阴·光 影 照 片

墙”，营造出一种极富张力的艺术

美。竹匾和松果搭配在一起，学生在

上面亲手绘制“二十四节气图”，既传

承着中华文化之美，也暗喻着学生的

未来累累硕果。

“追光班”的课桌椅既可以独立

摆放也可拼接为六边形、长条形，多

变的课桌椅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

供了多种可能性。

“行星阅读计划”是“追光班”的

特色阅读项目。我将学生分成9个阅

读小组，分别用太阳系九大行星命

名，学生阅读完一本书，组长就在其

姓名旁边贴上一颗星星。值得一提

的是，学生制作星星的材料是夜光

纸，点点星光汇成一条璀璨的星河，

恰恰呼应了“追光”的班级理念。这

样别出心裁的“行星阅读计划”，无形

中给学生注入了积极向上的能量。

“追光班”教室里还有一个生物观

察角，这个小小的角落最受学生欢

迎。这里能观察花生的根系、蘑菇的

生长、乌龟的憨样、小仓鼠的萌态……

只要是孩子们喜欢的动植物，都可以

带到教室来养。课间时，你看那一双

双惊喜发亮的眼睛，就知道孩子们有

多欢喜。

教室环境不是简单的外在装饰，

它传递的不仅是设计之美，更承载着

育人功能。富有内涵的教室环境使

师生产生归属感，可以激发学生内在

的生长力，让“育人”自然发生。一间

教室一束光，照亮理想，点亮人生。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珠海市香山学校）

我秀我班

我是劳动小能手
天气微凉，小雨淅淅沥沥，正

是给蔬菜施肥的好时机。在“曲湖

农场”劳动基地，六年级（1）班学生

在班主任的指导下正在给萝卜施

肥。孩子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儿，

互相协作，忙得热火朝天。只见赵

丹轻轻扶起萝卜的叶子，王梦鸽在

萝卜根旁边挖个小洞，张琪将肥料

放好，王梦鸽再盖上一层薄土，几

个人分工合作，让萝卜苗“美餐”了

一顿。望着绿油油的萝卜苗，孩子

们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短短的

劳作时间，孩子们掌握了施肥技

能，成了劳动小能手。

（浙江省武义县泉溪镇中心

小学 徐青莉/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