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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夜话 □ 庄华涛 整理

茗香斋：“校园官本位”的问题虽没有“社会”上的严重，但根子有些相似。 其一谓特权，班干部虽不是什么大官，
但在班级管理中享有“豁免权”，即犯了错或违反了班规可以免受处罚（当然是隐瞒班主任，不向班主任汇报）；其二
谓治权，虽不能说小小少年有“权”瘾，但是发号施令肯定会带来成就感、幸福感。 校园小社会，淡化“校园官本位”可
以从培养服务意识开始，做“官”不是意味着“权”，而是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更多的付出。 班干部应该是一个热心服务
同伴的志愿团队。 班主任在班干部的选用上要突出品德，把那些愿意为班级、为同学们付出的人“安排”在合适的岗
位上，以“民主监督”废特权，以“志愿服务”废治权。

朱传义：对于班干部问题，首先要加强对学生“为官”的思想教育，重点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和正确的“官念”。 学
校和家长要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精神，淡化权力意识，使学生意识到，“当官”就要负责任，而不是为了得到特权。 在
树立正确“官念”的前提下，可以实行班干部“轮岗制”，让每个人都锻炼能力，增强信心，提高本领。

另外，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也要摒弃官本位思想，以自身的良好言行教育孩子，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
“官念”。

2012年
您最喜欢的周刊评选

年近岁末，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读者，中国
教师报现向广大读者与网友朋友们征求意见
与建议。 我们将从有效参与本次调查的读者
中抽取 10 名幸运读者，每人可获赠最新图书
一本。

感谢这一年来， 读者们对本报的支持与
关爱，2013 年我们仍将为课改发展助力，为
一线教师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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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必买必看 □
不买，只借阅 □
我是全年订阅客户□

5. 您最喜欢的周刊是 （可多选， 最多选 3
项）：
新闻（含网评天下）□
区域教育周刊 □
现代课堂周刊 □
教育家周刊 □
民办教育周刊 □
教师生活周刊 □
幼儿教育周刊 □
课改研究周刊 □

6. 喜欢的理由（可多选）：
话题新颖□ 关注热点 □
可读性强□ 有助专业化成长□
信息量大□ 贴合教育一线 □
性价比高□ 写作需要 □
文字优美□
没有原因，就是喜欢 □
其他理由

7．您还希望在本报中看到哪些内容：

8. 您对《中国教师报》的意见和建议：

参与方式
1．请填写表格（可另附页，复印有效）并

寄至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中国教师
报（100082），请在信封上注明“读者调查”；

2．登录中国教师报网站（http://www.chi鄄
nateacher.com.cn），复制 、填写问卷并发送
至 jiaoshidubaohui@21cn.com。

获奖名单将在本报 2012 年第 458 期及
网络平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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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淡化“校园官本位”

不在标识在意识
□ 吕 强

淡化“校园官本位”十分必要，少先队志愿
者行动是一种创新。 以换学生“臂章”作为淡化
“校园官本位”的切入点，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值
得肯定。但是如果少先队的组织体系不变，其队
委和干部设置不变，也就是说少先队的“官员”
依旧，仅仅把“官衔”标识换成志愿者标识，亦是
换汤不换药。学生带什么臂章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臂章背后的管理体系与文化底蕴。

淡化“校园官本位”的重点，是淡化“校园
官本位”的意识和观念，而不在于去“官衔”标
识，去“官衔”标识仅仅是个切入点。 “去除杂
草最好的办法是在地里种上庄稼”， 同样，要
想淡化“校园官本位”，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学
生的心田里播种服务意识， 让学生拥有服务
观念、服务行动和服务习惯。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西和县稍峪乡九年
制学校)

淡化“校园官本位”
从教师开始

□ 朱丽霞
“校园官本位”的出现，根本不在于这种

体制， 而是我们的工作理念和操作流程出现
了问题。 我以为，要规避或者说淡化“校园官
本位”，还得从教师开始。

首先，教师要转变“官念”。班干部的岗位
设置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快捷、高效地处理班
集体管理事务，更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包
括发展学生的各种能力、各种意识，让他们学
会怎样在一个群体中生活，怎样与人交往，怎
样管理和被管理。因此，班干部的岗位应该面
向全体学生，使之成为培养、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平台，让每一个学生
都能得到锻炼和提高。

其次，要转变学生的“官念”。 由于传统
“官位”的影响，班干部的岗位在孩子的心中
是存在等级差别的，是自身能力高低的标志，
是炫耀的资本，也是权力的标志。 因此，作为
教师，我们应该在学生心中种植一种意识：担
当班干部，不是享受特权，也不是为了荣耀，
而是要担当一种责任， 利用自己的特长为集
体和同伴服务。岗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
分工不同而已。

再其次，教师要坚守“本位”。 “校园官本
位”的日趋盛行，无疑是“社会官本位”在学校
中的移植。 急功近利的社会，成人世界的“潜
规则”、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可
以说， 有些问题还源于我们教师的价值观和
职业道德。 作为教师， 我们应该坚守育人的
“本位”，坚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孩子，拒
绝一切为“官”的交易，净化校园空气，拂去孩
子心灵上的“尘土”。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熟市大义中心小学）

去“官”化管理
□ 丁学松

第一步，学生分组分工。
全班同学自己组合成若干小组， 一般

每组 6~7 人。 人数的确定根据班级事务的
多少而定。 兼顾几个搭配原则：男女比例、
团员与非团员比例、成绩好中差比例、性格
活跃者与文静者比例。

全组确定一名组长与副组长， 可由本
组同学轮流担任。 组长负责全组事务的分
工； 副组长主要协调组别之间可能出现的
问题。 小组每位成员在值日当天各负责一
项事务，比如纪律、学习、安全、心理健康等
方面，定期轮换。 卫生工作任务量大，由所
有成员共同完成。

第二步，值日制度。
1. 每天的班级日常管理由小组轮值。
2. 每月的常规事务也由小组轮流完

成。 比如每月一期的黑板报。
3. 班级所有临时事务同样可按小组

完成。 比如，学校临时要各班开一次主题
班会，临时组织一次课外活动。 一般情况
由某小组独立完成或各小组派出组员组
合完成。

第三步，激励与考评。
每组各派一名同学组成督查组，组长

轮流担任。每天安排两名同学督查当天小
组值日情况 ，记录在案 ，并对小组与组员
个人依照进步或违纪的情况，进行相应的
加分或扣分。学期初所有同学商量制定评
分细则，期末依平时分数进行总评。 评出
的 “小组之星 ”、 “班级之星 ”、 “金牌小
组 ”、“金牌组员 ”等 ，可与学校各种奖励
挂钩。

在这种制度下，班级没有了“官”。 所有
学生都是在为同伴提供服务， 每位学生的
事务与机会是均等的。 小组自助管理，在发
挥学生主动性，激发学生热情，强化学生服
务意识等方面都有不错的激励作用。 同时，
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班主任。 这种制
度我已经坚持了 3 年多，效果不错。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无为县襄安中学）

让“班官”平民化
□ 薛天明

从担任班主任开始，我就尝试了一些解决学生“官本位”思想问题
的办法。

方法一：正式任命班干部之前，进行考察。 有时，刚接手新班，又想
让班委会工作顺利开展，我一般先任命一些临时班干部，或者先任命
一些副职班干部。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如果胜任，临时班干部或副职班
干部可能会转成正式的；否则就会被免职，再从学生中产生能胜任的
干部。

方法二：民主选举产生班干部，实行任期制。 班级走向正规之后，
推行学生民主选举班干部势在必行。其实，这种方法更能强化班级管
理民主化，再加上班干部实行任期制，学生“官本位”思想自然就会淡
化。

方法三：学生轮流担任值班干部。 让每个学生都得到有效的成长
和锻炼，是教育的有效手段。 推行全体学生轮流担任值班干部，或值
日，或值周，或值月，让每个学生都拥有当班干部的经历，都体会当班
干部的艰辛和乐趣。 那么，学生“官本位”思想将会逐渐弱化、淡化。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枣阳市徐寨学校）

让服务意识根植于心
□ 孙丙寨

我的做法是“增强服务意识，淡化官本位思想”。
首先，教师要向学生说明班干部的职责。 例如：班长的职责不是管

理同学，而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将全体同学团结起来，使班级具有凝聚
力、向心力；学习委员的职责，是要帮助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解决问题，
帮助那些学有余力的同学“更上一层楼”……

其次，自我推荐，轮流上岗。在学生明白了班委会每位成员的工作
目标、工作任务之后，教师要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让他们自荐，并
说明自荐理由。 随后，让每一位自荐者轮流上岗。 上岗时间，可以根据
学生的年龄特点进行调整， 只要让他们熟悉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从
事的工作就可以了。

再其次，集体评议，竞争上岗。 第一轮的轮流上岗结束之后，可让
每一位上岗者总结工作得失，谈谈今后工作设想。接下来，由全体学生
进行评议，推选班干部。推选出来的班干部，也要限定任期。期满之后，
教师还要组织全体同学重新评议，推选下一期的班干部……如此循环
往复。

在这个集体评议的过程中，班干部的服务意识会在不知不觉中得
到强化、深化，逐步成为心中根深蒂固的东西，进而达到淡化，甚至消
除官本位思想的目的。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抚松县榆树学校）

我 是 这 样 做 的

群 聊 “ 官 本 位 ”我 是 这 么 看 的

日前，有新闻称，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用“印有校旗 LOGO 的徽章”替代了少先队干部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臂章上的
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 据校方称，取消“几道杠”是为淡化“校园官本位”思想。

那么，对于淡化“校园官本位”，一线教师是怎么看，又是怎么去做的呢？ 在 10 月 26 日的香山夜话中，网友们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