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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班主任班级管理心得
洞口县第九中学 王月娥
教学十余载， 班级管理工作可说是 消极的人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而且自
常管常新， 纵观起来有以下几点心得与 学生来的第一天我就把这样一个理念教给
大家共赏：
了全班学生， 这个理念一直贯穿于我治理
第一个问题： 如何对待和处分违纪 班级的整个过程中。 为了配合这个理念，我
的学生？
自己为班级设计了两套独特的掌声， 一套
学生违反纪律一定要受到纪律处分， 是用来鼓励自己的， 一套是用来鼓励他人
这一点可以说是天经地义， 所谓国有国 的， 通过这些理念和掌声， 激发学生的斗
法、校有校纪、班有班规，无规矩不成方 志。 学习上我大张旗鼓的鼓励学生向老师
圆。 但是怎么样才能使受到处分的学生心 发问甚至是发难， 要问到所有的科任老师
悦诚服的接受处罚而不至于产生消极的 当场回答不出你的问题、 满头大汗的时候
抵触情绪呢？ 学生违反纪律本身就是一件 才算真正的动了脑筋。 纪律上我积极主张
不好的事情，我们班主任怎样将这些不好 “
先专政后民主”， 一个班级必须要有铁的
的事情巧妙的转变为好事？ 最近一年多 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
来， 我在班上大力推行这样一种处罚方 利。 凡是违反纪律的学生一定要受到纪律
式：对违反纪律情节比较轻的学生，我罚 处分，而且班主任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原则，
他上讲台唱一首好听的歌或者讲一个动 一旦有一次你没有遵守你自己的原则，那
听的故事，对于违反纪律情节比较严重的 么你将变成一个没有原则的人。 在你处理
学生我罚他们用正楷字写一份 200 字左 违纪的过程中， 必然会有少数学生对于处
右的违纪心理报告，描述他当时的违纪心 理不满意， 那么班主任在这个时候应该马
法”和“
情”的关
理，请大家注意心理报告书不是保证书更 上进行疏导工作，这就是“
加不是检讨书。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 系，法律不外乎人情，我们先将法律在讲人
我发现这种处罚方式的效果比以前明显 情，这是班主任的工作原则。
好了很多。 第一：受这种处罚方式的学生
第三个问题：如何正确的引导班级舆
一般不会对老师产生心理上的抵触情绪， 论？
班主任在教育、教学、生活和各项活
因为他在上面唱歌或者讲故事时下面的
同学会给他热烈的掌声，可以说他是在一 动中，根据是非标准进行褒贬，该肯定的
种很快乐的氛围中受到教育。 第二：学生 就肯定，并给予适当的表演和奖励；该否
在众目睽睽之下唱歌或者将故事，大家的 定的就否定，并给予适当的批评和教育，
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对他的口才及胆量 在全班形成一种能够扶持正气、 伸张正
是一个考验和训练，写心理报告的学生要 义、制止错误思想、阻止不道德现象的集
用正楷字来写间接的帮他们练字和培养 体舆论。 这种集体舆论不是班主任的单
了组织语言的能力。 第三：可以令学生的 向灌输，而是建立在全班占压倒多数的正
心态更加积极、可以发掘到一部分学生的 确认识与言论基础上，具有同一性、扶正
潜能。 班上有一名男生小薛同学，平时不 性和对全班成员都有感染力和道德上的
爱出声，有一次违反了学校的宿舍管理条 约束力，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我的方法是
例。 他自己选择了罚上讲台讲故事，结果 借力用力，借助集体的力量。 举个例子：
他的故事讲得很流畅， 而且情节生动，获 凡是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监考过我们高二
得了同学们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在同学们 （2）班的老师都会知道在考试的过程中从
的掌声中，他在大庭广众表现自己的自信 来没有一个学生提前交卷、更加没有学生
心大大增强了，而且充分的意识到自己其 作弊等违纪现象。 我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实并不比别人差。 我这种处罚方式是借鉴 的呢？ 在高一的时候我们班上有百分之
了魏书生老师、赵健涛老师的方法。
八十的学生的校服被别人偷过，针对这个
第二个问题： 如何营造良好的班级 现象我在班上召开过主题班会，班上对小
气氛？
偷偷我们班的校服事件都深恶痛绝，主题
在班级理念上， 我积极主张这样一个 班会的内容是偷东西与作弊，利用辩论等
理念：积极的人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各种方式引导学生得出结论：考试作弊和

小偷偷东西没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偷别
人的精神财富， 后者是偷别人的物质财
富。甚至前者更加可恶。同时我还宣布，每
次月考、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后所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全班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投票检举揭发在考试中有不规范行为的
同学名单，结果这一招还真管用，考试从
来没有学生作弊。 真正触动学生的往往
是集体的舆论，学生最不愿意的就是他在
班级集体心目中的形象受损， 班主任工
作是常做常新,在以后的教学生崖中还必
需不段的学习争取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民
教师。
第四个问题：如何培养一支高效率的
班干部队伍？
班主任、班干部及学生三者之间的关
系如同伞柄、支架和布，一个再好的伞柄
如果没有支架的支撑是无论如何也撑不
起一片天空的。 有的老师曾经介绍过给
班干部戴高帽子的方法来培养班干部，这
一招还是蛮有用的。 有的老师以前也用
过这种方法，但用起来没有那么的得心应
手，究其原因，主要是自己在时间和场合
上把握得不够好，经常在公共场合给班干
部虽然可以激励班干部的斗志，但是无意
中也会引起另外一部分学生的不满情绪，
认为老师过分夸大班干部的作用。 但每
一个人的情绪不可能永远高涨，班干部遇
到挫折的时候也很容易沮丧，这个时候班
主任应该教他们一些工作方法和技巧。

巧用四角跑动传球提高
篮球运动员的弧线移动
洞口九中 谭浪
篮球训练中要努力培养运动员在球
场上的弧线移动,便于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灵活多变.利用篮球训练的四角传球
来提高运动员的篮球视野,是一条行之有
效的途径,效果比较明显.
一、一般的四角传球的方法
要求:双手胸前传接球,移动时弧线
跑侧身接球, 可根据水平的不断提高,两
个球同时传。 (如下图）

二、教法和要求上的改变

我们运动员在初学移动传球经常是
直线移动,这样不便于摆脱对方,和在直
线上很难看到本方队员传球和接球,不便
接本方所传的球
正常的传球同学都可以传到位,跑动
积极,动作比较连贯熟练,在此基础上增
加难度,提高要求,以提高视野范围.
全体队员要求:跑动路线和传球路线
不变,每个角队伍的前面的同学伸出手指
来表示 1-5 个数, 可随时变换手指的个
数。
变化 1: 要求传球的运动员在传球前
或传球刹那转头看清左边组队员的手指
个数并喊出数来(如附图,1 组的队员传球
时要看清 4 组前面队员的手指个数并报
出来).
变换 2: 要求传球的运动员传球前湖
传球刹那转头看清左边两组队员的手指
个数并喊出书来(如附图,1 组的队员传球

时要看清 4 组和 3 组前面队员的手指个
数并报出来)
变换 3: 要求传球的运动员传球前或
传球刹那转头看清场上三组队员的手指
个数并喊出数来(如附图,1 组的队员传球
时要看清 4 组,3 组和 2 组前面队员的手
指个数并报出来).
三、教学训练建议
1、 此法必须在传球和跑动线路熟悉
的情况下进行.
2、全场一个球传球比较熟练后,再用
两个球同时传(就是 1 组和 3 组同时拿球
传球)
3、练习方法可以变换,如教练或有一
名同学站在中间,一只手或两只手打手势
举起.也可在场外放置计数器等等.
4、练习要循环渐进,应由易到难,反复
联系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切不可急于求
成,否则会出现混乱现象。

问题不在于告诉他一个真理，而在于教他怎样去发现真理。 ——
—卢梭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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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课堂还给学生， 我们已经强调了很
久，但在实际过程中还是做不到这点。 实际
上，让学生尽情地说，也是锻炼和培养学生
的思维的一种重要手段。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
说，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让人不断的提出问
题、思索问题。 于漪曾说：“教学过程实质上
就是教师有目的有意识的使学生生疑、质
疑、解疑、再生疑、再质疑、再解疑……的过
程。 ”因此，在课堂上要让学生多说。
优秀的语文教师就会懂得让学生说“是
什么意思”“有什么依据”“怎么样”……这样
的训练，既调动了学生深入阅读课文的积极
常
性，又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这种做法主
德
要有如下几种方式：
市
一、教师提问题，让学生谈看法，找根据 鼎
钱梦龙教《驿路梨花》一文时，在学生朗 城
区
读课文后问：你们喜欢这篇文章吗？ 为什么？ 沧
前一个问题是让学生说自己的观点，即“是 山
什么意思”， 后一个问题是让学生谈自己的 中
学
根据。 一位学生发言：我喜欢这篇文章。 他讲
理由说：这篇文章先写了“我”和老徐投宿， 胡
兴
无意中发现了小茅屋，又在无意中遇到了瑶 成
族老人。 从瑶族老人那里知道了茅屋主人是
梨花姑娘。 第二天早晨，无意中又把梨花妹
妹当做梨花姑娘。 后来才知道这小茅屋究竟
是谁的，所以我说这篇文章很引人入胜。 这
个学生的发言，既有整体感知，又有分析，欣
赏，还有高度的概括。 这样课堂教学效果，主
要是教师的问题设置得好，能够让学生既从
书本寻找答案，又有自己的语言。 可见，一个
好的提问，会产生良好的引导作用。
二、教师设置争论性问题，激起认知冲突
课堂上教师及时提出引起学生争论的
问题，往往能点燃学生思考的火花。 这可以
迫使学生熟悉课文，形成看法，有利于培养思维能力和表达能
力。 比方在教《愚公移山》时可以这样问：愚公到底笨不笨？ 有
人说笨，有人说不笨。 形成两派。 然后让学生从课文里找根据，
讲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各抒
己见，课堂气氛达到了高潮，也更好的训练了学生的思维。
在进行这种做法时，有时教师要隐藏真实看法，故意发表
偏激或错误的意见。 这主要是为了促使学生深入阅读课文和
深入思考问题。 又如，在教《中国石拱桥》时可设计这样一个问
题：一个是赵州桥，一个是卢沟桥，那么讲中国石拱桥为什么
举这两个例子呢？ 我这样理解， 中国石拱桥有一部分像赵州
桥，另一部分像卢沟桥，所以举这两个例子。 你们说，我这样理
解对不对呀？ 这就是老师故意发表错误观点，让学生在课文中
找根据，谈自己的看法，引导了深入阅读，引发了思维碰撞。
三、学生提出问题，谈看法，找根据
我在教《故乡》一文时曾试用了这种方法。
生：《故乡》中的“我”，《社戏》中的“我”，还有一些鲁迅作
品中的“我”，是不是就是鲁迅？ 如果不是，为什么都很相似？
师：这问题提得很好。 这位同学把许多课文联系起来了，
想得很广。 那么你认为怎样？ 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生：我认为又不是。
师：为什么这么说？
思维从问题开始。 让学生提出问题是最精湛的教学艺术
遵循的最高准则，也是最高形式的思维训练。 英国科学家波普
尔说：科学的第一特征是“它始于问题、实践及理论的问题”，
“
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
—越来越深化
的问题，越来越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 在阅读中，学生是否思
考的主要表现是头脑中是否形成问题。 让学生提出问题，培养
他们喜欢寻根问底追究问题的习惯十分重要。 学生在思考问
题时有这样三种情况：一种是不懂，也说不清哪儿不懂，处于
混沌状态；一种是不懂，能说清哪儿不懂，但不知道怎样才能
弄懂；还有一种不仅能说清哪儿不懂，而且对问题已经有了思
考方向。 前一种已经开始思维，后两种处于“心求通而未得，口
欲言而未能”的“愤”“徘”的积极思维状态，是十分可贵的。 问
题从模糊到清晰，从不会说到说得准确是思维的飞跃。 应该给
学生提出问题的机会， 其意义正如贝弗里所说：“准确地陈述
问题有时就是向解决问题迈出一大步。 ”（
《科学研究的艺术》）
学生提出问题， 再让他们谈谈对问题的看法， 会使问题更清
晰；有了看法，再找找依据，会使思维向前发展一步。
因此，教师不应该小看“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依据”这一
类的问题，这是在引导学生探究，引导学生像科学家那样思考
问题。 布鲁纳说：“用发现法进行教学，就是要把学生当做教学
领域里的小科学家来看待。 ”提这类问题的教学虽然还算不上
“
发现教学法”，但语文教学中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利于培
养学生独立思考、认真探究、善于发现的好习惯。 可以说，不会
提问，就不会有思考，就不会有发展，就更谈不上创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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