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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故事

进入高一下学期，明显能感受到
学生进入了叛逆期。 种种逆反行为在
班里不断出现，不交作业，迟到，顶撞
老师……

起初，我采取了“高压政策”，但是
效果不太理想。 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
疏导学生情绪。 我召开了一节特殊的
班会课———“吐槽大会”。

为了揪出“隐藏”在学生脑袋里的
“情绪恶魔”，我在班级“吐槽大会”中设
计了一个重要环节———飞在风里的纸
飞机。

事先， 我为每个学生准备了一张
漂亮的彩色纸。 伴随着舒缓的背景音
乐，我逐步引导，让学生把日常生活中
所遭遇的各种不满写出来。

教室里安静下来后， 学生渐渐进
入状态， 许多人一气呵成写了大半张
纸。 我对学生说，现在把写满自己“秘
密”的彩色纸叠成纸飞机。 学生立刻来
了兴致。 许多男生把自己的飞机叠好
后，又主动帮女同学来叠，班级气氛热
烈。

“一二三，飞！”一声令下，在学生的
欢声笑语中， 教室里瞬间飞满了纸飞
机，异常美丽。

“下面，我们捡起自己身边的飞机
并打开，念一下纸上写的内容。”听说要
念别人纸上写的“隐私”，大家兴奋了。

“谁愿意上来念念？ ”我问。
话音未落，小明一边喊着“我来”，

一边一个箭步冲上讲台。“语文老师，小
强又不是不想背书，你至于吗？ 当着那
么多人的面批评人家……”小明绘声绘
色、声情并茂地读了起来，台下热烈地
鼓起掌来，看到外号“孙二娘”的语文老
师不知被谁点名“吐槽”，大家好像一下
子扬眉吐气了。

之后小丽上台：“班长， 你能不能别
那么高高在上？ 维持纪律时能不能别拍
桌子，别扔粉笔头，你扔得又不准，经常
误伤别人， 你知不知道你站在那里很像
‘金刚’。”听到“金刚”这个词，大家忍不住
大笑起来， 班长此时也陪着大家无奈地
笑着。

语文老师和班长都被吐槽了，下一

个不会是我吧？ 担心什么来什么。
小王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 念道：

“老班，我这几天特别烦你，我们本来学
习压力就大，天气还热，中午吃饭只有
30 分钟，回来也没时间休息。 你中午到
班那么早，我们屁股还没坐稳，你就大
发脾气说我们不知道珍惜时间，还批评
组长不负责，让无辜的组长写检讨。 本
来我还想去上厕所， 结果吓得不敢去
了，憋了一个午休的时间……”

不用看， 全班学生此时都盯着我，
我也只能满脸通红地配合他们尴尬地
笑着，并不时点头致歉。 后面还有许多
学生上台发言，从周末父母不停地给自
己的学习施压，到国际社会上的中美贸
易战，吐槽的内容包罗万象。

心理学研究表明，适当地吐槽能发
泄内心的郁闷， 让人的情绪回归正常。
果然，经过这次“吐槽大会”，学生的情
绪得以舒缓，之后几周的时间内学生逆
反情绪明显减弱，积极向上、互相包容
的风气逐渐充满了全班。

张斌斌

今天是我和大二班“礼仪
天使”的值班日。 迎着和煦的
晨风，我陪着 6 个孩子向过往
的家长和小朋友进行礼貌接
待。

值班完毕， 该返回教室
了， 但怎样排队回教室成了
孩子们讨论的热点 （排队顺
序即为“礼仪天使 ”值日表现
顺序）。 孩子们问我：今天谁
排第一呢？ 看着孩子们热切
而又充满期待的眼神， 我灵
机一动， 把评价权交给了孩
子们。

“你们觉得今天谁能排第一？ 要说出理
由哦。 ”我问他们。

有 3 个孩子开始积极推荐自己。
我选了符合排第一标准的女孩子，问：

“说说你为什么可以排第一？ ”
女孩回答：“我站得好、声音洪亮。 ”
听完这个女孩的自我评价， 我转头问

其他孩子：“你们觉得她是不是这样的？ 能
不能排第一个？ ”

孩子们集体表态：“能！ ”
排在第一个的人选确定后， 大家开始

关注排第二位的人选了。 有两个孩子开始
据理力争：“我排在第二， 因为我声音洪
亮！ ”“我排在第二，因为我的声音好听！ ”
“我排在第二， 我给好多人都打了招呼！ ”
“我排在第二，我管住了自己的腿，没有乱
动！ ”……看到他们俩积极地自我评价，我
把评价权再次抛给了其他孩子：“你同意谁
排在第二？ ”

孩子们一个一个表决后， 其中的一名
女孩以 5 比 1 的优势获得大家的认同。 我
问“出局”的男孩：“大家都觉得她可以排在
第二位，你看怎么办？ ”

男孩发现排第二没希望了， 立马改口
说：“那我排第三位！ ”这下大家都默认了男
孩的提议……就这样，6 个孩子一起开开心
心地排队返回了教室。

自评、 他评的能力在大班孩子身上
已经逐步形成，让孩子们学会表决、学会
少数服从多数、学会认识自己的不足，学
会在活动中遵守相应的规则， 使这一看
似平常的值日活动获得了不一样的教育
效果。

趣味科普
6 月 17 日，由郴州市科协和汝城县科

协联合开展的“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
走进汝城七中， 带来了各种互动科普展
品。 活动以展示、体验、互动等形式吸引千
余名师生参与，将深奥的科学道理以通俗
易懂的方式展示给学生们，让农村地区的
学生有机会接触科学知识。

朱忠达 朱红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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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
拉开孩子差距的，往往不是智商，而是从
小养成的习惯。 教师人格魅力在言传身
教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成长， 甚至
影响学生的一生。

自信的魅力。 在中小学校，阳光、有
活力的“小鲜肉”教师往往比经验丰富的
“老教师”更受欢迎。为何？因为年轻教师
的活泼更能感染年龄差距不大的青少年
学生。同样，虚心的教师更能拉近师生间
的距离。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网络化、智能
化时代， 中小学生的视野开阔， 知识面
广，接受能力强，教师在课堂联系生活实
际时，不妨虚心向学生“求教”，这样，既
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又能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更能增强学生
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乐观，是自信的重要
表现。教师以自己的乐观感染学生，从而
使学生的思想、学习美好起来。

守时的魅力。 对于学生来说，守时代
表着管理时间的能力，有计划、有责任心
地学习和生活。 守时的人，往往更靠谱。
所以，教师必须言传身教，教会学生养成

守时的习惯与品质。
魏书生在《给青年教师的 20 条建

议》 中提出，“把表拨快两分钟， 不能迟
到。”上班不能迟到，上课更不能迟到。比
学生早到，回得比学生晚，是对教师的基
本要求。 每天早晨， 班主任早早来到教
室， 打开教室门笑脸迎接每个孩子的到
来；每节课预备铃响，科任教师已经站在
讲台， 做好了上课的准备； 每次批改作
业，教师跟课代表约好取作业的时间，教
师必须提前在约定时间完成批改、 总结
任务，清点好作业等候学生。 这不仅是给
学生树立守时的榜样，也能鼓舞学生、拉
近师生之间的距离。

自律的魅力。 自律，说白了就是能够
自觉控制自己的行动和情绪， 集中注意
力去达成自己原本的目标， 不受其他事
情干扰的能力。

张伯苓长期任南开大学校长， 有一

次他看见一个学生手指被熏得焦黄，便
指着他说：“你看，把手指熏得那么黄，吸
烟对青年人身体有害，你应该戒掉它！ ”
但这名学生反唇相讥：“你不也吸烟吗？
怎么说我呢？ ”当下张伯苓将自己所存吕
宋烟全数拿出来，当众销毁，并表示再不
吸烟，果真如此，张伯苓再没吸过烟。

对于师生来说， 自律体现在几个方
面：一是坚持学习计划。完成计划是提高
自制力最好的方法。 计划只要定了就要
做，做一段时间（建议一周）看看效果和
得失， 进行调整。 重要的是遵从自己的
心。 二是从小事做起。 水滴石穿，任何你
所渴望的坚强品质都来源于脚踏实地的
努力。 生活中千千万万件小事锻造着你
的意志力，对做任何小事，只要注意训练
意志力，它们就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三是隔绝干扰。当你想做成一件事，就要
摒弃一切会让自己分心的东西。 能做到

很难，但是一旦做到，相信会很有帮助。
阅读的魅力。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 很多时候，我们老师在讲课、写作时，
常常发出“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喟叹，很
多同学对作文发愁。 阅读不好的学生不
仅语文拿不了高分，政治、历史、生物、地
理，甚至需要读懂题意的数学、物理、化
学等理科成绩也会受影响。 喜欢阅读的
学生，词汇量更丰富，拥有更好的解决问
题的能力，情商也会更高。 原因很简单，
从心理学角度讲， 人是用语言思维的动
物，语言越清晰，思维就越清晰；喜爱阅
读的人，在分析问题、陈述问题和学习知
识的时候，往往比从不读书的人快得多。

有时候， 我们以为读过的书都成了
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到处都有它们
的痕迹， 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你的
气质和风骨。

老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 教师要以
良好的思想品质，扎实的专业知识，良好
的自身修养，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从
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的新时代接班人。

乐学乐教

班级“吐槽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