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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操行即品行，可以综合反映学生

在学校的品德和行为表现。操行分，

则是指对学生在学校的品德和行为

表现进行量化评分。在中职教育教

学过程中，如何搞好班级管理，塑造

学生优秀品德，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和

发展至关重要。笔者在中职班级管

理中，充分运用操行分评比，通过不

断地探索、实践和改进，巧用评价杠

杆，激发了班级内生动力，放大了班

级团队建设成效。

一、思想洗礼，在碰撞中让“标
杆”立起来

笔者担任新组建的学前教育班

班主任，这个班的孩子绝大部分是留

守学生，有的纪律较为涣散，行为习

惯欠佳，是一些尚待打磨的“顽石”。

为了迅速让班集体走上正轨，我

首先告知了管理理念和具体办法，其

中最重要的是要利用操行分来管理

班集体。这些孩子不愿受到这些约

束，班上顿时炸开了锅。有的学生

说：“用操行分来管我们，我们又不是

小学生，只有小学生才用这么幼稚的

办法！”面对学生的抵触情绪，我询问

他们，何为“规矩”，何为“方圆”。好多

学生都答不上来。此刻，我抓住机会

让他们重新认识“操行”，并对个人和

团队、规矩和底线、自由和约束等概念

有了初步的认知。孩子们逐渐明白，

操行分是对其品德和行为的量化考核

之一，这是衡量他们动态成长的重要

指标。不仅要推行，而且要渗透到学

习生活的任何时间和地点。班级不但

要执行操行分考核、管理，而且还要加

大力度，更要严格执行它。

二、多元评价，在参与中让“激
励”强起来

任何管理细则，都要因地制宜，

中职学校班级管理更需要因材施

教。学生来到新的班级，作为班主

任，每天都仔细观察学生的方方面

面，包括学习、生活、为人处事以及个

人的礼貌礼仪、仪容仪表、行为习惯、

集体荣誉感等等。在全班开展“我为

班级献一言”活动，鼓励全班同学提

建议，由各班委干部收集整理。

经过反复碰闯、讨论、修改，最后

形成了班级操行量化评分细则。这

个细则包括两个大板块：“红灯区”

（扣分细则）和荣誉榜（加分细则）。

“红灯区”板块分为6个章节：出勤、纪

律、卫生、仪表、生活和学习，6个章节

共计 27 条细则。荣誉榜板块包括 20
条细则。

多方参与，正向激励。操行考核

的特色是四方考核，即班委干部考

核、家长考核、科任教师考核和班主

任考核。家长考核每月打分一次，在

家长群里报送考核数据；科任教师随

时考核，这样建立科任教师的威信，

提升了课堂效率。通过扣分来确立

底线标准，确保学习和生活有秩序地

进行；通过加分，来鼓励学生努力学

习，激发他们参加各项活动和技能竞

赛的积极性，鼓励向善向美，不但达

到管理班集体、塑造学生优秀品德的

目的，更为其将来的人生出彩奠定坚

实基础。

三、精细管理，在实施中让“过
程”实起来

搭建机构。班长汇总统管，各分

管班委干部具体记录扣分和加分详

情，小组长和寝室长负责具体管理自

己的成员，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分管班

委干部登记，各小组相互监督，所有

班委干部也有管理监督的责任。

过程管理。在实施中如有同学

涉及扣分，小组长在第一时间要告知

相关同学并整改到位，“不让问题过

夜”。各分管班委每周汇总一次，周

日晚自习向全班同学公布考核情

况。班长每月汇总一次，并录入电脑

进行存档，方便随时查看和统计。

阶段汇总。学期末按操行考核

得分，评定学生德育等级，80 分以上

为优，70分至79分为良，60分至69分

为中，60分以下为不合格。评为优秀

等级的，在阶段汇总方面可以获得奖

励和自我展示机会；在 60 分以下的，

要明确帮扶对象，制订整改提升计

划。

动态调整。最开始执行遇到较

大阻力，有的甚至有抵触情绪。为了

不断提升学生的竞争和团队意识，我

选择典型人物发展案例、故事，每周

日晚上在全班分享，坚持了将近半学

期。同时，对每周扣分多的学生进行

帮扶，让他们利用休息时间为教师、

班集体、学校服务，如为班上送水，为

学校管理垃圾库等等。通过一段时

间的引导和管理教育，学生对操行管

理班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阻力逐渐

减少。

四、静待花开，在成长中让“青
春”美起来

为让学生敬畏规矩，在征求学

生、家长、社会的基础上，第二学期

对操行管理进行了修订，加大了操

行考核在评优选先中的权重，把操

行提升到了和成绩、技能同样的高

度。兼顾学生成长和提升表现，对

提升和进步较大的提交班委会特别

处理。我觉得在中职学校管理中，

德育和成绩、技能一样重要，内外兼

修，身心两健。

通过一年的不断探索和实践，操

行管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孩子们

经历了一个“凤凰涅槃式”的发展变

化过程：反对→无所谓→不得不遵守

→应该遵守→我要遵守，变化的背

后，是德育实践结出的丰硕成果，是

理想在青春的赛道上高高飘扬。

孩子们不仅个人得到了成长，还

带动身边人不断“向美而生”，从“一

个人”的成长到“一群人”的进步，班

级团队实现了由无序到有序、涣散到

凝聚、冷漠到温暖的可喜巨变，德育

工作呈现良好态势：学期考核中班级

几乎没有被扣分。孩子们参加各项

技能竞赛比例达 80%以上，40余人次

获奖。

自我管理是学生独立和成长必

须具备的基本技能，是伴随学生学

校生活乃至走上社会避不开的成长

课题。随着新时代教育改革的实

施，特别是基于疫情下学生居家学

习和线上学习的扩大，学校、家庭和

学生自己都进一步认识到自我管理

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作为一名在校

大学生，结合自身体会，我感到激发

内在动力是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能力

的关键所在。

首先，关注“主体”，激发自主意

识。学生是自我管理的主体。新时

代青年学生，喜欢“我的地盘我作

主、我做什么我决定”。这种自主意

识契合现代教育目的，体现了培养

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

新人的根本要求。事实上，高动机

水平的学生，其自我管理意识和学

习成就也高。就个体层面，唯有把

自己变得更强大，才能拥有更多的

选择，享有出彩的人生，让自己和家

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就集体层面，不

断提高学识与素养，才更有能力帮

助他人，更有底气服务社会，彰显自

我的社会价值。人类天然就有把一

件事情做好的欲望，伴随着小学中

学大学的学习生活，这种追求、挑

战、探索和学习的内在动力，能最大

程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并能感受自

主学习自我管理带来的满足感。

其次，“立规矩”，让行为有规

范。“立规矩”对学生的成长管理太

重要了。有一个事例，上海市某大

学考点 4名考研学生虽知听力考试

14：00 举行，但无视“考生必须在

13：45 前进入考场”规定，而导致失

去考试机会。种种“不守规矩”的背

后，还是学生没有规则意识。一方

面，学校、家庭、社会要建章立制，为

行为制定准则和规范。另一方面，

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使“守规矩”

成为他们更加自觉的行为。遵守规

则是不仅要持续付出，还要具备超

强的意志力。作家格拉德韦尔在

《异数》一书中指出：“只要经过 1万

小时的锤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

成超凡。”为达到千锤百炼的“忘我”

自觉状态，需要学生全身心融入，并

体会到高度秩序感和自由感，身在

其中、乐在其中。

再次，重评价，“吹响”学生成长

号角。撬动学生成长杠杆的支点在

哪里？在于评价。及时的表扬和奖

励，使鼓舞激励的号角“一路高歌”，

让学生在成功地体验中养成自我管

理的进取精神和良好习惯尤为重

要。老师、家长对学生信任、尊重、

肯定，经常对他们说“你真棒”，学生

就会看到自己的长处，肯定自己的

进步，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产生积极

愉快的内在动力。反之，经常受到

来自老师和家长的否定、轻视、怀

疑，经常听到“你真笨、你不行、你不

会”的评价，孩子也会否定自己，对自

己的能力产生怀疑，从而产生自卑

感。值得注意的是，要给予发展慢的

学生以更多的关怀和鼓励，使这些学

生逐渐树立对自己的正确评价。要

让学生明白，加强自我管理是一种值

得钦佩的选择——将自律作为一种

生活方式，将拼搏、奋进作为一种人

生底色。只要奋斗的内在动力存在，

人生的精彩就会不断继续。

最后，动起来，让学生“自己动

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亿

万大中小学生经历了长时间居家学

习，不可否认，一些学生居家学习的

自控力令人堪忧。还有一些学生中

怕劳动、怕吃苦、怕麻烦，可谓“衣来

伸手、饭来张口”。这与一些家长包

办、包揽不无关系，“只要学习，其他

一切不用管”。落后的教育理念和方

式扼杀了孩子的劳动天性，伤害了学

生的动手能力，阻碍其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自己动手，丰衣足实”，包括

劳动技能、执行能力在内的学生自我

管理能力的提高，对他们的成长学习

以及未来走向社会都大有裨益。让

学生动起来吧，在生活实践中，孩子

会发现新奇事物、进行挑战、探索和

思考，会给家长、学校、社会一个又一

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
学院学生）

复习课上，我让孩子们重温《题

西林壁》、《雪梅》的知识要点，孩子们

很投入，也很认真。

为检查复习效果，我采用随机抽

查的方式。当抽到小旺（化名）时，他

歪斜地杵在座位上，像风中的小草。

问题不难，可他“嗯——啊——嗯

——啊”半天不知所以然。我有点生

气，让他站着，以示惩戒。

课程继续推进。坐在小旺后桌

的小杰举起手，我示意他发言。没想

到，他站起来指着小旺生气地说：“小

旺把脚跷在凳子上，故意蹬我的桌

子，严重影响到我的书写。”

小旺一脸的无辜：“我没有啊！

我没有啊！”周围的孩子纷纷指出小

旺的不当行为，但他就是不承认。

该怎么办呢？想到正在复习的

古诗，我灵机一动，计上心头。

“孩子们，我们刚刚复习了《雪

梅》，这首诗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我

平息了孩子们的争论，继续上课。

“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我们要

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孩子们回答起

来毫不费力。

“《题西林壁》呢？”

孩子们说：“当局者迷，旁观者

清。”我接过话头：“‘当局者迷，旁观

者清’是说，我们有时自己看不清自

己，可旁边人很明白。下面，我们就

来帮助小旺，让他看清自己，这样才

能扬长避短！现在让我们说说他身

上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吧！”

孩子们听了，都惊讶地张大了

嘴巴。

经历了短暂的沉默，小彬说：

“今天早晨，寝室里没放好的毛巾，

是他主动整理好的！”小凤接着说：

“三年级时，寝室里牙膏经常被盗。

小旺，用了个引蛇出洞之计，找出了

肇事者。”

大家认同小凤、小彬的说法，纷

纷送去赞许的目光。

“小旺还喜欢安慰同学！”小政

还没有说完，有孩子急着补充：“昨

天，小芳哭了，小旺就在她面前表演

杂技、滑稽剧，逗她笑！”大家都看着

小芳，小芳表示确有其事。……

夸奖还在继续，小旺简直就像换

了一个人似的，生龙活虎，眼睛闪光。

我看恰到好处，话锋一转：“尽

管小旺优点很多，可他也有缺点，让

我们帮他找找不足吧！”

话音刚落，教室顿时又炸开了

锅，孩子们议论纷纷。而刚才兴奋

异常的小旺，突然安静了不少，眼睛

看着前方，双手不停地翻卷着一个

残破的小本儿。

小淇率先发言：“小旺，不经别

人同意，乱拿东西。”

小彬说：“上课时，他爱发出怪叫。”

小杨喊出：“他没礼貌。他婆婆

给他送衣服，他还骂婆婆！”

小文说：“他爱欺负女生，还抄作业。”

听着孩子们的述说，小旺低着头，

红着脸，偶尔争辩几句，但大多数时候

都沉默不语。我想，这些缺点，他自己

可能还不知道吧，看来集体的力量无比

强大！

孩子们说完后，我又问：“小旺，你

觉得自己有不足没有？”他搔搔后脑

勺，笑了笑，不好意思地说：“大人批评

我，我喜欢犟嘴！”

“面对这样的小旺，我们应——该

——”我故意把问题抛给孩子们。

爱接下句的小朝喊了出来：“帮他

改正优点，学习缺点！”教室里一阵哄

堂大笑。还好，他立马反应过来：改正

缺点，学习优点。

我又转向小旺：“你优点可真多，若

能减少缺点，那你可就优秀了。你能减

少同学们给你指出的不足吗？”

小旺坚定地说：“能！”

接下来一段时间，小旺还真是变

化了不少，上课不再发出怪叫，同学

需要帮忙，他都很主动！甚至，我上

课需要加热水的水杯，都被他给承包

了。

儿童犯错是正常的，是成长中重

要的一环，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容错、

改错的实验场，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

引导，让他们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马卡连柯说：“儿童集体里的舆

论力量，完全是一种物质的实际可以

感触到的教育力量。”在引导他们时，

我们善于利用集体的力量，发挥其特

殊的教育情感，远比我们居高临下的

说教，更接地气，让孩子们更容易接

受。教育，有时不妨让思维拐个弯，

或许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第三节下课，我在办公室里批改

作业，三四个娃娃急匆匆地进来，焦急

地说小宇（化名）要开窗跳楼，被同学

们拉住了。

我急忙跑进教室，一看是班上的

“开心果”，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朝我

走来。我一边尽量平复他的情绪，一

边疑惑万千地看着他。心想，平时开

朗幽默的他怎么可能有如此极端的负

面想法。我把他带到办公室，问：“你

真有跳下去的想法吗？”他点点头道:

“我是听到有同学说‘要跳就跳’的话，

想跳到平台上去吓吓他们。”原来，第

一节课课间同学玩耍时，打翻了他的

笔袋，一支他心爱的钢笔不见了（姑妈

送的生日礼物）。直到第三节课下课

也没找到，他着急地哭起来，双手扒在

窗外，头使劲往外探，打算看看窗外阳

台上有没有笔。此时，身边的同学本

能反应一把拉住了他。旁边的几位同

学开导他说：“你哭什么！这么个小

事。慢慢找嘛！”但有一个爱开玩笑的

男生竟然说:“你要跳就跳嘛！”他一听

这话就开始往窗户上爬，准备往下跳，

才有了同学跑到办公室找我的一幕。

弄清缘由后，我引导小宇在生活

中遇事要冷静思考、理性对待、珍爱生

命。我把“怂恿”他跳下去的同学叫到

办公室，那孩子说只是开个玩笑。我

让他复述事件的经过，站在小宇的角

度反思，想一想如果小宇跳下去的后

果。让他明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这样的玩笑开不得。

午间，我在班上举办了“这样的玩

笑不能开”主题班会，让小宇和爱开玩

笑的“怂恿”者做活动的组织者。班会

上，通过现实生活中类似的玩笑酿成

大祸的事例，引导同学们拥有乐观向

上的生活态度，同时，把握说话、做事

的分寸，把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班会

总结时，孩子们都表示要理性对待生

活，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遇事要冷静

思考前因后果，把握分寸学会反思，做

到谨言慎行，对生命持一颗敬畏之心。

教育叙事

激活评价机制 建设优秀团队
——谈中职班级管理中的操行管理创新

■ 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薛盛平

教育，不妨“拐个弯”
■ 苍溪县石马小学 权卿宗

“这样的玩笑不能开” ■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六小学 李红霞

激发学生自我
管理的内在动力

■ 刘天洋

课堂上 蒲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