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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

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

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

是民族的希望。我为学校拥有这么多好班主任

而自豪，为孩子们能够遇到这些好的班主任而

欣慰。班主任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有别于学科

教师的教育任务，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关键引领

者。

一、班主任是推动家校共育的主导者

班主任就是家校共育的纽带，更是高质量家

校共育的主导者。每一位家长都是第一次做家

长，需要学习和接受指导。班主任要引导家长注

重家庭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家庭文化，树立和

传承优良家风，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共同构

建文明、和谐的家庭关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全面家访了解情况——家访是最为常见的

信息反馈渠道，能够全面了解学生的生活环境、

家庭环境。班主任要协同班级任课教师亲临学

生成长的环境里，探寻环境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才能对症下药、因材施教，也才能让家长更加信

任老师、支持学校。

引导家长认同身份——班主任要引导家长

学会接纳别人家的孩子，不能够眼中只有自己的

孩子，用发现的眼光看待每一位孩子；采用恰当

的途径和老师沟通，不偏不倚，不急不躁；适应孩

子的新身份，与学校、老师一道为孩子未来发展

携手同行。

提升家庭教育质量——苏霍姆林斯基认为：

有许多力量参与教育过程,其中主要有家庭、教

师、集体、学生本 人、书籍、小伙伴等。家庭教育

排在首位，足以说明其重要地位。班主任要引导

家长全面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德育为先，与孩子

一道总结家规、家训，并书写张贴在醒目位置上，

注明家长、孩子的言行标准。父母以身作则，孩

子效仿学习，共同营造良好家风。启智为要，睡

前亲子阅读，交流阅读感悟，低年级可以互相复

述读到的故事。健康为本，制订家庭周运动计

划，按照既定日程落实运动，亲近自然，培养健康

的身心。美观为度，孩子自己的房间自己每周一

小整理，每月一大整理，让自己的生活环境舒适、

美观。劳动为荣，孩子参与到家务劳动中或家庭

种养植中，有具体的劳动任务分配，并对完成情

况记录到家庭教育记录簿中。

二、班主任是班级文化建设的缔造者

班级是学生社会化生活的一个场所，班级文

化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班级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综合性工作，也是学生

班级日常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方面，有什么样的

班主任，就会构建什么样的班级文化。所以班主

任是班级文化的缔造者。

最显形层面——教室环境布置。使教室成

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和反映学生成长、精神面

貌的空间，改变有的教室环境主要用来张贴名

人名言和学校规定等班级生活世界之外的文化

产品，倡导将学生的小作品、班级公约、自办小

报、喜欢阅读的书籍等来装饰教室——用儿童

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心灵感受世界，使他们

的视界越来越广，感受越来越丰富。从班级环

境的布置中可以看出班主任的工作态度和生活

境界。

最隐形层面——班级人际关系。一个班级

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各扬所长、积极进取、生动活

泼、心情舒畅以及办学理念乐观、乐业、乐成等是

有助于学生发展的基本元素。班主任要积极构

建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核心的价值观念，

以校训超然卓越、泽被四邻为目标的做人原则，

以尊重与理解、欣赏与互动、独立与合作、竞争与

共赢等为特质的健康人际关系，引导学生积极融

入到班级建设之中，形成优良的班风。

中间的层面——班级干部、班级制度、学习

奖励、各项比赛等，反映出不同班级在学校整体

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学生对现实的把握和改造力

度。班级活动的开展和对学校规范的执行力，对

学生群体的自信、凝聚、创新、竞争的提升都会产

生积极的作用，进而有助于形成班级群体的共有

价值观。

三、班主任是学校健康发展的建设者

班级是组成学校的基本细胞，学校工作的落

地落细就要看班级的执行力，而班主任正是这执

行力的核心力量，所以班主任是学校健康发展的

建设者。我们应该站在学校的视角充分理解和

认可班主任工作，并给予班主任工作足够空间和

自主平台，学校工作才会向着多元、健康的轨道

上发展。

理解班主任的不易。班主任要与众多的、不

熟悉的人打交道，要处理学生与学生之间、家长

与学生之间、家长与家长之间的各类琐事。是警

察、是城管、是专家、是治疗师、是引领者……一

个人的肩膀，承担了教育的最为基础的责任，是

学校工作最为辛劳的工作了。

认识班主任的多彩。正因为班主任是与人

在打交道，人是有感情的，所以就有了许多精彩

的故事。在学校中班主任是与学生打交道最多

的人，只要用心当过几年班主任，心里都装有很

多值得品味的人和事，即便是多年以后，孩子们

也会记得当年的老师，和当年老师的教育故事。

所以有人曾说：在教师生涯中，如果没有做过班

主任的老师，应该说不是一个最完美的老师。

认可班主任的能干。每位班主任都有自己

的管理绝招，把一个个“小神兽”治得服服帖帖

的。无论什么样的家长有其他什么样的身份，但

在班主任面前都叫“学生家长”，都得给家长这个

身份让路。学校之所以秩序井然，正是因为有了

这些能干的班主任，有一个好的班主任就是一种

好的教育。

班主任工作正因为不易，所以才显得尊贵；

正因为多彩，所以才显得丰富；正因为能干，所以

才显得洒脱。家长可以不认识校长，但会非常熟

悉班主任，可以不认可校长，但会非常认可班主

任，可以说班主任是学校的“定盘星”，是学生的

“主心骨”，是家长的“指南针”，从某种意义上说，

在学生和家长的眼中，班主任就是学校，班主任

就是教育。

在综合实践活动中，以儿童为本，立足儿

童生活圈，基于儿童的生活实际，让儿童自己

发现问题、自己界定问题、自己探究问题、自

己总结成果、自己评价成果，是基于儿童主体

性的综合实践活动的主要特征。从2021年4

月至今，成都市高新区“林文红-王晓燕综合

实践特色教师工作室”在小学高段选择“时间

都去哪儿了？”作为活动主题，对“双减”前后，

学生能否自主安排、管理的时间，抓住“学生、

教师、家长”三个关键要素，让学生通过调查

研究，深度卷入时间管理、自我管理，并形成

了调查报告。报告内容翔实，分析透彻，具有

极强的推广和应用价值。

一、问题来源
孩子们在课间休息时写作业；吃午餐时，

一手拿勺子一手拿钢笔，一边吃饭一边写作

业……这是我们在2021年4月发现的现象，

于是，在高年级进行了调查。“为什么不能专

心休息呢？”孩子们说：”“没有时间啊！”“没有

时间玩耍，没有时间外出去公园，没有时间锻

炼……问题细化以后，孩子们很疑惑——时

间到底都去哪儿了呢？

二、调查时间
2021年4月至今。

三、调查对象
小学高段学生、老师以及家长。

四、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走访。

五、调查过程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发现现象→确立

主题→确立方案。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问卷设计→小范

围分发问卷→改进问卷→全校发放→问卷统

计分析。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整理统计结果→

梳理过程资料→总结成果→形成报告。

六、调查结果及分析
在老师引导下，孩子们讨论了研究方案

和小组合作规则。他们一致认为时间安排问

题和三大要素相关：家长、老师和学生。因

此，要设计三种调查问卷。经过反复的实验

叠加、升级问卷，不断地循环试验、修订了4

次，学生设计问卷从0.0版本升级到了3.0版

本。

调查共发放问卷2760份（学生、家长、教

师三种），回收2552份，有效问卷2552份。通

过对回收问卷的统计、分析、计算，学生对数

字进行处理并制作了一些图表。

（一）“教师问卷”分析

通过分析教师问卷，以及教师问卷和学

生问卷综合分析、对比，我们发现，在课间休

息时间和午休时间，教师有占用学生休息时

间的现象。

1.课间休息时间。教师问卷中，有62%的

语数老师认为“自己曾在课间休息时间或者

艺体课时间让学生改错”，虽然83%学生认为

自己“应该先在课间休息或者艺体课改错后

再休息或者上艺体课”，但还是希望正常进行

课间休息和上艺体课。

2.午休问题。学生卷中，绝大多数学生

希望“午休时能自由安排”，但只有将近20%

的老师“会在午休时让学生休息”，有的老师

让学生写作业或评讲。建议老师在午休时尽

量让学生休息，这样学生在下午上课时才能

有更好的精力。

（二）”学生问卷”分析

1.辅导班情况

“双减”前（2021年4月调查结果显示），

周一至周五报 2 个及以上辅导班的学生为

52%，周末报 2 个及以上的学生为 67%；“双

减”后（2021年9月调查结果显示），周一到周

五报2个及以上的数量从以前的52%降到现

在的46%，周末报2个及以上的从以前67%降

到现在的35%，说明“双减”后大多数学生的

辅导班明显减少了。

2.作业完成情况

“双减”前（2021年4月调查结果显示），

周一到周五，完成校内及校外作业时间超过

1小时学生数量的分别为83%和67%，可以看

出上学期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在完成校内、校

外的作业及上各种辅导班。

“双减”后（2021年9月调查结果显示），

有90%的学生能在学校完成大部分的作业，

说明“双减”后作业明显减少。

3.睡眠情况

“双减”前（2021 年 4 月调查结果显示）

26.2%的学生晚上 10 点之前睡觉，甚至有

11.5%的学生晚上11点以后才睡觉。

“双减”后（2021年9月调查结果显示），

64.2%的学生晚上10点之前睡觉，但仍有9.9%

的学生晚上11点以后睡觉。说明“双减”后，

大多数都比以前睡得早了，但是晚上11点以

后睡觉的学生稍有下降，变化不明显。

4.时间安排情况

孩子们发现，“时间回到了我们的手中”，

但是写完作业后，只有25%的学生选择看书，

其余的都是玩电子产品或聊天。有一些学生

会经常制订自己的时间安排表，但仅仅只有

30%。因此，孩子们认为，合理地利用时间，

制订时间管理计划非常重要。如果能制订

计划和实施计划，能让他们的自由安排时间

变多。

5.自由安排时间对比

“双减”前后的自由支配时间对比，有

50.9%的学生认为“双减”后的自由支配时间

比以前多了，35.5%的学生认为和以前差不

多，但13.6%的学生认为比以前少了。“双减”

给大多数学生带来了益处，但是经过走访调

查，发现有部分的学科类培训安排在周一到

周五，周末空出的时间又安排了艺体类辅导

班，所以自由支配时间更少了。

（三）”家长问卷”分析

在家长卷中，有78.2%的家长认为报培训

班征求了孩子的意见；但在学生卷中只有

41%的学生自愿选择培训班；有89%的家长说

自己经常和孩子聊天，但在学生卷中却只有

34%的学生觉得家长最了解自己。

七、调查小结
对学校的建议：“双减”后，学生作业时间

明显减少，但还是希望学校提高课堂效率，制

定个性化的作业，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相应

的提升。

对家庭的建议：“双减”后，辅导班明显减

少，但需要教会孩子做时间管理。亲子关系

上，父母和孩子要有效沟通。

对社区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建议：希望多

开展活动；多提供玩耍的区域；多增加体育设

施；多开放社区的图书馆，能让学生自由出

入；取消周五的延时；多一些实践活动。

究竟应该常态“学陶”，还是以需论学？究竟要

系统学陶，还是选择性学习？这两个问题，与对陶

行知教育思想的认识、学习程度和理解程度相关，

对于很多学陶的朋友来说，是需要讨论的话题。

不久前，《中国教育报》刊登中央教科院研究员

储朝晖谈“以陶行知教育思想看‘双减’”的文章。

他从三个方面介绍并阐述了陶行知教育理论，对于

认识“双减”的意义和实施办法，有中肯的启示。联

系实际是这一轮学陶的根本特点，这篇文章可以看

成新一波学陶的代表，让陶行知教育思想与现实教

育密切联系。新一轮学陶开启于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9月9日发表的《做党和人民的好老师》的讲

话。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活教育理论做了深刻阐述，

学陶法陶事业因此有了进一步推进。

在观察和分析古今中外教育现象时，陶行知

教育理论极富指导和引领意义。以其所拥有的集

大成的力度及高度，思想深远，认识精粹，却平白

易懂，是教育的通俗百科全书和行为指南。在解

释和指导教育事业方面，这一理论具有鲜明的世

界性、历史性和现实性，价值非常高远、宏大和深

邃，具备着涵盖、透识、延伸和创新功能。在实践

方面也具备着全局性、悠远性和动态性的大气度，

能够常用常新。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指出：“行

知教育学说和我们的教育事业几乎完全一致。”

“完全一致”是宏观评价，提供了可以与时俱进、可

应用可师法的学术判断。事实上，“壁立千仞”“有

容乃大”，以学陶为主，兼学其他先进教育著作，时

时学，经常学，方能学到手，遂事可用，不会临时抱

佛脚。换一句话说，行知教育思想能够覆盖生生

不息的教育生态现象，使观察解释能够拾遗补缺，

深入就里，善识隐蔽，把握未来。

徐特立站在中国共产党事业的高度做的这个

评价，显示根本，贯通来去，代表党的声音、教育人

的心声。这一评价也是成立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

的背景之一。“几乎完全一致”的含义十分广泛，周

延性是主要特点之一，这里所谓周延性，特别强调

生活教育理论在创立初期就推动了红区和抗日革

命根据地的教育，随实践推移而更为宏大和入世。

红区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教育

事业和思想的肇始和圭臬，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初期

实践；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改革、教师、学

生、家庭、课程教材、教育教学方法技巧、教育实体

及其管理、教育反馈等方面都得以赋能和成长。

在学陶走向群众性的同时，需要看到，学陶的

重点多在教育的一般原理和理念方面。但对应用

于具体事实，如“双减”，就属新兴的、学陶的典型实

践和理论需要研究的情况，这恰应该是我们应关注

和深入的一种方向。一些教育研究人士则指学陶

抓了两头——“天花板”和“地面”，中间层次几乎不

见。有人甚至把这种特点归附理论本身，虽然这种

评论有片面性，却提醒我们要努力解析和研识。

坚持与时俱进是学习的基本原则，也正是陶

行知教育思想的本质。考察学陶现象，会发现学

陶的理论界存在一种倾向，翻来覆去就是生活教

育的三个原理。其实，我听过几位基层教育人关

于学陶的报告，他们接地气，联实际，富感情，往往

能够带出气氛，推进学陶形势，打开法陶局面。比

如，利用ppt演示鸡啄米镜头，就引出兴趣教学；讲

述“四个糖”的奖励，调动了深潜于学生内心的热

度……这些画面虽然现在已经没有新鲜感，而在

发端时属于极其优美的生动创造，也包括着不会

被忘怀的启迪。

教育是一种精神事业，必须深置于厚重的理

论基础才可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充盈情感才

能够鼓舞参与人士；必须联系实际才可能带出方

向感。陶行知教育理论来自教育实践，实践托举

着理论；反过来，这一理论又服务着教育事业的发

展。与陶行知同时期的美国专家杜威、华莱士、卡

特夫人亲临晓庄和育才两所学校参观，认为这里

创造了世界教育的“奇迹”。陶行知与甘地、泰戈

尔的学术交往和友谊，反映了他在教育建树上所

具的世界品质，极其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三

个面向的精神。斋藤秋男等颂陶行知属于大众，

也是在他们几乎通读了陶行知的事迹之后。推动

学陶法陶，是中国的事业，亦且服务世界，助力推

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陶友们义不容辞的

神圣大业，是“教之大者”。

下午放学后，学生在教室里扫地、摆桌

子，还有两名男生在擦黑板。他们发现黑板

下面的槽内有粉笔灰，想把灰弄出来，两名男

生鼓起腮帮子，靠近黑板槽，猛地一吹，迅速

后撤。噗的一声，粉笔灰被从槽内吹出来，洋

洋洒洒。后撤不及时，衣服“遭殃”了，甚至连

头部也“粉妆素裹”了。

我忙叫停他们，建议用湿布把粉笔灰

“蘸”出来。槽，三指宽，做起来很别扭。槽中

间还有一条细沟，宽三四毫米，深约五毫米，

里面的粉笔灰弄不出来。

怎么办？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办法。我

让他俩回家，想一想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天早上，两名男生带来一根装修用

的PVC塑料管，半米来长，他俩高兴地告诉

我，用塑料管能把槽内细沟里的粉笔灰吹出

来，还不会弄脏衣服。我也很高兴，让他俩示

范。

真的管用。问题又来了，粉笔灰被吹起

后，又粘在槽内和黑板底边上，还有的飘落在

地面上。

我提出这个问题，问学生如何解决，下午

夕会上商讨。

夕会上，负责擦黑板的同学兴冲冲地告

诉我找到办法了。上来两名男生，还拎着方

便袋，说要演示一下。方便袋内是几块湿抹

布。一名男生拿塑料管，另一名把湿抹布罩

在槽上。一边罩抹布，一边吹，配合默契。

更妙的是，没见有粉笔灰飘出来。他俩一解

释，我们明白了：粉笔灰被吹起来，都粘在湿

抹布上；只要抹布罩得严实，粉笔灰就不会

四处飘飞。

我带头为他俩的创意鼓掌。他俩得意地

回位了。一名女生拿出一小团棉线走上来，

扯出一节，说：“老师，我不知道槽内的那条细

沟设计有什么意图，但给我们清理粉笔灰带

来麻烦，现在用这棉线塞在细沟里，倒可以省

不少时间。”说着，用手一拉棉线，对准槽内的

细沟，手一压，棉线正好填满细沟。

没想到，这名女生的心思这么缜密，难题

又解决了。教室里自然又是一片掌声。

课间就有同学来“试吹”。我制止了，规

定这项“福利”只能由值日生来领取，其他同

学不准“插嘴”。

值日生们高兴了。为了能“过把嘴瘾”，

每天的值日工作可认真了。先吹粉笔槽，后

擦槽外边，黑板周围硬是收拾得干干净净。

一节 PVC 管，几块湿抹布，满足了孩子

们的“吹”心和“玩”心，也吹出了工作的责任

心。更为重要的是，这完全是班级“群策”的

结果呀！其实，班级工作中，只要善于引导

学生观察、思考，总有提高工作效率的好办

法！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云

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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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突出儿童主体性的综合实践活动案例

学校管理

班主任，成长路上的关键引领者
——班主任专题会所思所感

■ 南部县第一小学 刘小宁

“双减”背景下，
我们如何“学陶”？

■ 姚文忠

■ 王德珍 王晓燕 林文红

教育叙事 “吹”出一种方法
■ 冯兴方

双减聚焦 落地
理论·实践

孩子们在黑板上进行方案设计和过程推演。

调查问卷统计。（图片由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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