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YDB热线:（028）86110843
邮箱: jydblilun@163.com 32020年5月1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夏应霞 美编 李静话题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学校教育中，对班主任工作特殊而

重要。事务多、任务重、压力大是班主

任的共识，渴望在搞好班级管理的同时

不用那么劳累，成为众多班主任的心

声。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班级管理的经

验，介绍了班级管理的几个妙招，让班

级管理轻松、高效起来。

一、班主任，有多累？
当过班主任的老师，都会用一个字

来形容自己的感受——累！作为一班

之主，每天早到校，晚锁门，战战兢兢，

忙个不停：大事你负责，小事你管理；这

个学生东西丢了，你得帮着查找，那个

同学哭了，你得赶紧安慰；调皮学生打

架，你须赶快调停，教室里灯坏了，你得

马上联系师傅；今天接待家长来访，明

天与科任老师协调；一天1次工作小结，

一周 1次班队会，一月 4次班主任例会，

一期1次全面汇报。

如今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每天两次

逐一测体温，每天两次汇报；按照指示

向家长发布各种文件，收集各项资料向

学校汇报。接手突如其来的工作，化解

不可预知的各种矛盾亦是司空见惯。

班主任的累，不只身累，更是心累。

二、班主任，为何累？
为什么班主任会如此劳累呢？班

主任是学校工作的中坚和骨干，需对班

级每一个学生的日常思想品德教育和

健康成长负责；班主任是凝聚校内各种

教育力量的纽带，学校教育、教学、总

务、体育、卫生、少先队等各部门的工作

都离不开班主任具体落实，促使本班的

任课教师团结协作，更好地发挥教育作

用，离不开班主任用心协调；班主任还

是沟通学校、家庭、社会的桥梁，关注社

会，了解学生家庭，给予正确的导向促

进学生健康全面地发展是班主任义不

容辞的责任……毫不夸张地说，班主任

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学校工作的质量，

影响未来公民的发展水平，也正因为

此，肩负多重使命的班主任才会有如此

繁重的工作，才会如此忙碌辛劳。

三、班主任，怎么办？
有人说教育是陶冶心灵的艺术。

作为班主任，与其在劳累中抱怨，不如

沉心静气警醒和反思。正如魏书生所

说：“埋怨学生太难教育，常常是我们自

己方法太少。”一个优秀的班主任不仅

仅需要脚踏实地，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心

态，找到解决难题的关键和改进管理班

级的方法。

1.允许失误，接纳缺点
人无完人，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难

免会有失误。学生失误的背后，往往隐

藏着一个个缺点，而教育的目的正是帮

助学生修正缺点，完善自己。《说文解

字》中对“教育”一词解释道：“教，上所

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对待

学生的失误，甚至是错误，班主任应该

用爱的情怀和接纳缺点的姿态来帮助

他们。一个宽容的班主任深深懂得好

动贪玩是孩子的天性，懂得教育不可能

一蹴而就，如果静下心来和学生一起分

析失误的原因，蹲下身子耐心引导，学生

就多了一次健康成长的机会，而生气、着

急，不但急坏了自己的身体，也不利于孩

子的成长。宽容他人，允许失误，受益的

不只是学生，还有班主任自己。

2.融洽关系，不急不躁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好的关系胜

过许多教育。如果孩子在情感上跟你

是亲近的，他会信赖你，依靠你，心悦诚

服地接受你的教育。对于那些攻击性

强，爱打架，给工作带来很大麻烦的孩

子，我们须知，攻击性强往往是一种比

较严重的心理障碍，需要更多的关注和

关爱。与其声嘶力竭、暴跳如雷，有损

教师形象，不如先平息一下自己的情

绪，想想像丘吉尔、爱迪生一样小时候

淘气长大了却很优秀的人，把眼光放得

长远些，尽可能用以下几句话解决问

题：“发生什么事情了？”（了解真相）

“你有什么感受？”（让他的情绪有个出

口）“你觉得在这件事上你有什么问

题？”（开展自我批评，懂得凡事先从自

己身上找问题）“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

况，你打算怎么做？”（思考正确做法）

“你觉得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回答现

实，解决问题）

3.巧用道具，建立秩序
用积攒玻璃珠的方式培养团队意

识。当孩子表现好时，就在准备好的瓶

子里投上一颗玻璃珠。开始用小瓶子，

慢慢换成大瓶子，积满了便实现孩子们

的一个愿望。在他们齐心协力积攒玻

璃珠时，班级的凝聚力大大增强，班级

管理也越发轻松、有效。

借助翻牌游戏建立良好教育秩

序。每期开学由下而上制定班规，用班

规规范孩子的行为，每天进行翻牌活

动，奖励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也有相

应的处罚。为了减轻班主任的负担，开

始的第一周班主任要认真给班干部示

范如何翻牌，一周后指导班干部对照班

规进行翻牌，一段时间后班主任可以退

居二线，由小干部全权管理。长此以

往，翻牌就像一个无声的老师引导学生

的行为，小干部的能力会越来越强，班

级管理也就越来越轻松、愉快。

4.践行公平，提升威信
在成都市武侯区中美交流培训会

中，美国加州小学校长托瑞给大家强调

了公平发言、公平锻炼机会对于孩子成

长的重要意义。于是，我将公平的理念

细化到了班级管理之中：课堂上，抽签

请同学回答问题；小干部选举，采用无

记名投票；班级大事，师生共商，投票表

决；不以成绩论英雄，不用有色眼镜看

待后进生和调皮王……渐渐地，我发现

公平民主的班级氛围让学生感到尊重、

安全、快乐，有利于提高班主任在学生

心目中的威信。班主任威信高了，说话

更管用，管理自然更轻松有效。

5.鼓励阅读，共同成长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理想的书籍

是智慧的钥匙。”班主任要定期给学生

推荐如《爱的教育》《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等有助于培养良好品德的好书，并

鼓励学生每天至少做一件好事。持之

以恒的阅读和累积的善行不仅促使孩

子养成良好的品德，也有利于良好班风

的形成。

另外，还可以结合班级情况，借助

家长会、家长QQ群、微信群，推荐适合

家长看的好书，如《怎样说孩子才会听，

怎样听孩子才会说》《斯宾塞的快乐教

育》《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正面管教》，

教给家长教育孩子的正确方法。家长

素质提高了，方法正确了，面临的问题

就少了，班主任也就轻松了。

热爱是一切动力的源泉，只要心系

学生，满怀对教育的热爱，就能迸发智

慧的火花，找到更多的妙招，轻松管理

班级就一定能实现。

班级管理不是静水闲云，总会

时不时地冒出一些棘手问题，在问

题的处理过程中，一些班主任常常

心力交瘁。应该如何处理班级管理

的棘手问题呢？这是我们绕不过去

的。其实，问题是层出不穷的，要进

行恰当的处理，我们的班主任就要

明白处理问题的维度，即可以从哪

些方面来解决问题。我们不仅要从

学生层面来解决，还要考虑家长的

因素，同时，还不要忘记班主任这一

层面。如何解决呢？我们有以下三

方面的建议。

一、学生自主：当家作主
教育家魏书生的班级管理理念

是，让学生真正自主。只有学生拥

有了自主权力，他们才会认同班级

管理，才能够主动参与班级管理。

第一，让个体自主。面对学生

的棘手问题，班主任通常会焦虑、紧

张或易怒，有可能会做出批评，要求

学生写认识、进行劳动惩罚等决定，

如果学生再犯，可能就会加重惩罚

的力度。学生被动地接受惩罚，难

免有逆反心理。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学生的感受，跟学生一起分析问题

产生的原因、确定处理的方式，还可

以约定奖惩的条件，尊重了学生的

自主性，学生对于处理将不再排斥，

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

第二，让学生自力。国有国法，

班有班规。班规不是班主任个人意

志的体现，独裁性质的班规，难以赢

得学生发自心底的认同，在执行中，

也会出现各种问题。我们要让学生

来制定班规，可以让班委组织、学生

提建议，在不违背中小学生行为准

则的前提下，制定出符合班级实际情

况的班规。班规的制定，班主任可以

指导，但不能过多干预。接下来，就

由班委执行、学生监督，在执行过程

中，适时加以调整。在发生各种棘手

问题时，可以分层次处理，一般问题

由班委处理，班委处理不了的与班主

任商议处理，处理意见不管是由班委

宣布，还是班主任宣布，都要体现全

体学生意愿，而不是个人意志。当

然，要让学生自主自立，还需要班主

任对班干部进行培养，需要班主任对

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二、家长主动：积极参与
家长是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对

于学生行为习惯的规范影响重大。

然而，在班级管理中，作为非常重要

的一支力量，家长往往被漠视。调

动家长的积极性，可以让班级管理

事半功倍。

一方面，要与家长保持良好沟

通。得到了家长的支持，班级很多

问题的解决就会迎刃而解，为此，班

主任要及时与家长保持沟通交流，

家访可以了解家庭实际情况，电话

交流可以及时反馈信息，微信私聊

可以了解班级和学生近况，等等，及

时的沟通可以让问题在萌芽状态消

解，也可以让发生的问题更快、更好

地解决。另一方面，要适时开展培

训工作。这里的培训不是指班主任

教育家长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而

是班主任与家长一起学习如何教育

孩子。培训的途径很多，可以召开

家长会，来统一思想；可以组建家长

群，分享教育资料……

三、班主任主导：提升自我
班级管理棘手问题的解决之所

以很困难，跟班主任对自身的认识

不够有关，也就是说，班主任缺少处

理问题的经验技巧或应对机智，使

得很多问题悬而未决，甚至恶化。

首先，要吃透政策。不能忽略党

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不能不管天下

事，只管教育教学。国家层面倡导

“立德树人”“德育为先”，那么，我们

就要注重学生的长远发展，行为规范

不好的学生，要关注其心理，要切实

促进其健康成长，不能仅仅以学业成

绩来划分学生层次，不能进行区别对

待。还不能忽略学校的方案。学校

有自身的发展理念，班级管理只能在

符合学校发展的前提下开展各项工

作。学校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那

么，即便是行为规范欠佳的学生，也

要去挖掘他们成长的潜力，要以发展

的眼光来看待，这样就不会被一时出

现的问题遮蔽双眼。

其次，要学习提升。教育家李

镇西说过：“一个后进生就是一个很

好的教育科研对象。”班级管理的问

题肯定层出不穷，有学生行为规范

的问题，有班级管理运行不畅的问

题，有班风班貌不够良好的问题，这

些问题，很多名师都遇到过，他们的

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给教师的

建议》《做最好班主任》《班主任工作

漫谈》等书籍，可以借鉴学习。同

时，身边优秀的班主任的管理办法

也值得我们学习，在遇到棘手问题

时，可以向经验丰富的班主任讨教，

这样有助于问题更好地解决。

最后，要灵活应对。班级管理

瞬息万变，产生的问题五花八门，这

就需要班主任灵活应对。这里的灵

活，不是乱作为不讲原则，而是立足

班级整体及学生个体的实际，结合

方针政策，借鉴丰富的案例，作出恰

当的决定。

教育大家夏丏尊说得好:“没有

爱的教育就像池塘里没有水一样,
不成其为池塘。”班级管理棘手问题

的处理，要有爱的基础，有了爱，就

有耐心去解决，就会站在班级长远

发展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很多棘手

问题的解决就会更有艺术化，更加

从容，更有远见！

（作者系绵阳中学高级语文教师）

“不怕学生懒，不怕学生笨，不怕学生

成绩不好，就怕学生安全出事故。”这几乎

是千千万万中小学班主任的共同心声。

的确，学生安全压力如同一块巨大的石

头，压得广大班主任喘不过气来。安全压

力从何而来？除了诸多外在的客观因素，

班主任主观内心是否“安全”也是重要方

面。如果没有一颗“大心脏”，没有一个强

大的“安全心理”——稍遇事就自乱阵脚，

紧张得无所适从、束手无策，甚至诸如学

生跌倒、破皮之类微不足道的小事传来，

个人就心理崩溃以致行为不能自已，结果

往往就“怕什么来什么”——因为不能冷

静、机智应对而致使安全小事故演变为安

全大事故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无疑是自己

给自己造麻烦、自己给自己添压力。所以

对众多中小学班主任来说，减轻外在的客

观安全压力首先要战胜自己内在的心理

安全压力。

时刻明晰安全责任及其意义。作为第

一责任人，班主任对学生安全必须具有强

烈的责任感。这是班主任克服安全麻痹懈

怠心态、侥幸心理甚至是不闻不问的冷漠

心理的关键因素、必要因素。而强烈的责

任感取决于对学生安全明确而清晰的认

识。一方面，班主任要有深刻的安全责任

意识——班主任既要算好安全“生命账”，

不断强化“生命至高无上”意识；又要算好

安全“幸福账”，不断强化“安全是最大的幸

福”意识；同时还要算好安全“稳定账”，不

断强化“安全稳定压倒一切”意识。另一方

面，班主任必须明确自己的安全责任范围、

安全责任内容，如果责任不明、职责不清，

不知道哪些事该管，哪些事不该管，不仅不

可能产生强烈的责任感，而且还很可能杞

人忧天，自添麻烦，自寻烦恼。

学会预防和调适一些事故心理。安

全专家海因里希通过研究得出结论，88%
的事故是由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的。

班主任要防止出现以职业倦怠心理和烦

躁情绪等为代表的情绪化、负气化、过激

性的不良心理，进而避免负气进班、“伤

心”上岗、肆意发泄不满等引发的“不安全

行为”的发生。班主任掌握一些调控自身

情绪的科学方法，学会及早发现并及时清

除一些“安全心理毒瘤”，时刻约束自己的

言行，克服不良的思想倾向，使自己保持

良好的心境，做一个清醒、谨慎的自我安

全维护者，应是班主任理智应对安全事故

和安全压力的必修课。

修炼应对安全压力的韧性意志。学

生安全是一项长期、细致、高重复性的琐

碎工作，是班级管理的永恒主题，无论何

时何地都不能放松。患生于所忽，祸起于

细微。学生安全管理的关键是细节，核心

是这些细节的充分落实和执行直至养成

安全习惯。抓学生安全力戒大而化之的

笼统行为，力戒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再

精致的安全要求、再细微的安全措施，如

果不去坚决贯彻和执行，就会落空而变得

毫无意义。所以，学生安全管理工作的实

效，最终还取决于锲而不舍、坚持不止、精

益求精的不懈追求，当然这也是班主任应

该不断提升的心理品质。

（作者系江苏省宿迁中学初中部教师）

班主任，你可以不那么累
■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分校 张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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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孝辉

毛
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