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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工作之我见
常德市武陵区育才小学 刘亚宁 姚智慧
班主任是班级建设的一盏航灯，引 “忙”——
—一个整天忙忙碌碌的体力劳动 助每位教师得到发展， 从而落实促进每
导全体学生健康成长。 现代化的教育向 者。
位学生得到发展这一教育宗旨。 为更好
班主任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 加之家长
其实， 班主任老师面临的困境还有 帮助班主任应对现实的冲击， 快乐地工
的高期望、素质教育的高标准，使很多班 很多，观念、思维、习惯、信息储备等等。 作，校长要常常思考“为什么”“做什么”
主任的工作逐渐陷入了重重困境， 面对 如何突围， 是我们每一个教育者应该仔 “怎样做”“效果如何”等问题，为他们提
困境， 管理者有责任对其进行有效的价 细思考的问题。
供各种便利的条件和有效的支持， 这是
值引领，唤醒其自我成长的意识，并积极
二、突围
一位校长使命与职责。
帮助其体验教育所带来的幸福。
1、转移情绪。 人生本来就少不了烦
1、校长有责任给班主任提供自我发
恼和苦闷。 此时此刻，我们教师应迅速把 展的机会。 作为学校管理者，校长应设法
一、困境
下面我从案例谈谈班主任面临的一 注意力转移到别的方面去。
创造班主任自我实现的机会， 让他们获
些困境。
2、向人倾诉。心情不快却闷着不说会 得成功和自信。 班主任的个体发展首先
案例：从早上起来，李老师就没闲下 闷出病来，也会影响自己工作。 有了苦闷 取决于自身的内在需求。 不重复自己、不
来过。 查早堂、上课、改作业、辅导后进 应学会向人倾诉。把心中的苦处能和盘倒 断探索、不断创新，这样的班主任即使成
生、处理班级日常事务、督促卫生清扫、 给知心人并能得到安慰甚至计谋的人，心 不了一位教育家， 也会拥有诗意的教育
学校开会……回到家， 李老师一头倒在 胸自然会像打开了一扇门一样明朗。
生活，他的生命也会更有意义。 学习的精
沙发上，回想自己的一天，竟想不起自己
3、拓宽兴趣。 兴趣是保护良好心理 彩才能赢得生命的精彩， 学习的成功才
做过些什么，那自己为什么这么忙呢？
状态的重要条件。 人的兴趣越广泛，适应 能赢得生命的成功!
案例分析：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班主 能力就越强，心理压力就越小。 作为教师
2、校长有责任鼓舞教师不断接受新
任就是忙、累、烦的代名词，缺少自由，毫 特别是班主任的我们， 如果把生活范围 事物。 网络时代，如果我们班主任与网络
无乐趣。 诚然，谁都不会否认班主任工作 局限在三尺讲台，局限在班上，是对自己 绝缘，那无异于新的“
睁眼瞎”了。 虽然对
的辛苦，可我们的悲哀也正产生于此，从 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因 如何更好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还有这样
早到晚跟着学生团团转， 以至于把这个 为学生需要的是像阳光一样的老师，是 那样的说法， 但谁也不会否认合理地运
原本以做思想工作、 精神关怀为主要任 一个谈起任何话题都滔滔不绝的老师。
用这些技术将使班级管理收到事半功倍
务的职业，变成了应付没完没了的事务、
4、宽以待人。 人与人之间总免不了 的效果。
靠体力打拼的舞台。 这种被动的“忙”让 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 同事之间难免有
3、校长有责任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我们忘记了思考， 这种机械的忙使我们 争吵、有纠葛，学生难免会有对老师的不 环境，培养班主任的合作意识。 校长必须
倦怠、麻木。 许多班主任就是这样逐渐忘 理解。 只要不是大的原则问题，应该与人 想办法帮助班主任改变彼此之间对立的
记了自己是以知识、以思想、以头脑生活 为善，宽大为怀。
现象，在班主任之间创设一种和谐、轻松
的人， 他们感到身心疲惫的原因正是因
5、忆乐忘忧。 对待孩子的错误，我为 的工作氛围， 让他们的工作变得轻松而
为只想去管，只会去管。 偶尔体验到的只 什么要如此生气，在让学生害怕的同时， 富有激情。
是完成任务的放松， 而很少享受到一个 也伤害自己。 多想想学生的好，我的心境
班主任是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直接
思考者的乐趣， 更谈不上专业发展的幸 变得平和；多想想学生的优点以及进步， 执行者和贯彻者， 是青少年成长道路上
福。 就像我们提到的李老师，他的生活状 我感受到一种成功的喜悦。
的知心人， 是引导学生朝着正确的方向
态也是当前许多老师的生活缩影。 用一
三、责任
前进的带路人。 所以，班主任的激情对于
校长管理学校的核心工作， 就是帮 教育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个字来概括李老师的这种生活状态就是

比较阅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安化县杨林学校 林维国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我积极倡导比
较阅读。所谓比较阅读。就是将两件或两
件以上在内容或形式上有相同或相似之
处的作品编为一组， 相互对照， 辨析异
同。 用以识别作品特征，提高读写能力的
一种方法。 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种行之
有效的阅读方法。
比较阅读从形式上来说，丰富多采，
诸如：词句比较阅读，段落之间的比较阅
读，篇目之间的比较阅读；甚至可以小到
修辞手法，表达方法，语言特色，人物形
像，篇章结构等方面之间的比较阅读。
语文的学习以及能力的培养都是在
阅读的过程中完成的。 如果改传统的单
一阅读为比较阅读， 那么将收到意想不
到的效果。
我在《卖火柴的小女孩》与《凡卡》的
阅读教学中，就推行了比较阅读。 我使用
比较阅读法的依据是， 这两篇课文的主
人公有太多的相似——
—社会背景相似，
家庭背景相似，人生命运相似，所揭示的
主题相似。 基于此， 在同学们熟读课文
后， 我设计了比较阅读法来学习这两篇
课文。
下面是这堂课教学过程的几个环
节：
一、读一读
学生快速阅读课文或者反复朗诵自
己喜欢的段落。
二、想一想
1、安徒生爷爷曾经说过：拥有生命
是幸福的， 只有活着才能体会到幸福的
存在。那么小女孩的幸福是指什么？她为
什么要和奶奶一起飞走？

2、凡卡为什么那么哀求爷爷把他接
走？ 爷爷会来接凡卡吗？
3、阅读下列材料，想一想，为什么面
对死亡，他们嘴角都挂着微笑？
小女孩死时，“两腮通红， 嘴角挂着
微笑……。 ”
凡卡死时，“太阳升起来了， 柔和的
阳光照在凡卡瘦小的身子上， 他嘴唇发
白，嘴角却挂着一丝微笑……”
生：（举手回答）
师：通过这几个思考题的比较，大家
终于知道，两个孩子要“走”，那是因为现
实太残酷， 人生太悲惨， 他们要逃离现
实，摆脱痛苦。 微笑与死亡，幻想与现实，
美景与悲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增添
了悲的气氛。
三、议一议
师：是啊，两个幼小的生命就像两颗
小星星那样陨落了，掩卷长思，有的是愤
慨、谴责、无奈、同情，那么谁是杀害小女
孩和凡卡的刽子手呢？
生：是寒冷的天气，是贫穷，是饥饿，
是爸爸的凶暴，是伙计的捉弄，是老板的
凶狠，是社会的贫富悬殊，是社会的黑暗
……（整合）
师：是啊，正是这冷冰冰的天气，冷冰
冰的亲情，冷冰冰的社会，制造了这一幕
又一幕的悲剧，但是归根结底，黑暗的社
会才是杀害小女孩和凡卡的真正凶手！
四、说一说
（穿越时空的对话）
师：我们生活在新社会，沐浴在阳光
下，我们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是祖国的
花朵， 假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和凡卡来到

我们之间，让我们把劝慰、同情、祝福的
话语赠送给他们，好吗？ (请一男一女两
个同学扮演凡卡和小女孩)
生：（
“小女孩”和“凡卡”走到同学之
间，同学争相送上祝福的话语………）
师：（对同学的祝语和表情予以评
价， 并引导学生归结到珍惜眼下的幸福
童年生活，努力学习的教育层面上来。 ）
五、写一写
请同学们发挥想象，续写《卖火柴的
小女孩》和《凡卡》（任选一篇）
通过想象作文， 训练同学们发散性
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这节课， 老师没有灌输知识与强加
理论， 也没有统一思路， 更没有标准答
案，充其量只起了个疏通和引导的作用。
可是课堂气氛热烈， 情绪轻松， 思维开
放， 时时涌现出精彩的言论和闪光的思
想。 这都是采用比较阅读这一方法的奇
妙之处。
总而言之，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
只要学生课文熟悉，分寸掌握得当，比较
对应事例自然，使用比较阅读法，不仅能
打破教师讲学生听的注入式、灌输式、填
鸭式的陈旧教学方式， 还能培养学生的
思维、分析和综合概括、语言表达等多方
面的能力， 又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激发学生兴趣，活跃课堂气氛。
这仅仅是我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
的一管之见， 虽然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
方，但是通过长期的比较阅读尝试，我认
为比较教学不仅是中学教学适用， 小学
教学也行之有效， 我衷心希望我的同行
们，不妨试试。

学习中经常取得成功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学习兴趣，并改善学生作为学习的自我概念。 ——
—布鲁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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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
根据学校要求，在初一新生入学分班前，我
们到本地区各小学了解学生在小学期间的学习
生活情况。 小学老师们积极配合，谈了许多看考
试成绩无法知晓的情况，如哪些同学有特长，哪
些同学组织能力强，哪些同学纪律性不高，哪些
同学家庭情况特殊等等， 而其中有一个情况令
我们担心起来：学生常某，男，顽皮，思想偏激，
极不听话；除同学小刚外，不与任何人交往；在
五、 六年级期间多次与同学打架； 经常进入网
吧，与社会青年交往；在六年一期有一次用小刀
割伤手腕，失血较多，好在及时发现并抢救；父 长
沙
母吵闹频繁，即将离婚……
我们认真分析初一年级各班主任老师的性 县
蒿
格特点，在学生分班时，我们将常某分到了一个 塘
善于做学生思想工作的班主任杨老师的班级， 中
并将小刚一同分在此班， 之后与本班所有任课 学
教师交流了该生的特殊情况。 在常某小学升初 吴
中的这个暑假，他父母办好了离婚手续，他离开 国
安
了爸爸， 跟着妈妈和外婆住在一起。 进入初中
后，他住校寄宿，老师们给予了他特别的关爱，
刚开始两周，他的表现还可以，第三周起，各类
问题表露无疑，特别是每周前两天常与同学、老
师发生矛盾。
案例分析
应该说，该生的表现属于正常范围，在小学
时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并没有因为进入初中而
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父母的离异更是给了他当
头一棒。 他的行为一方面是做事冲动，看问题容
易产生偏见，遇事缺乏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也
是青春期的一种表现，以为与老师、家长对着干
很勇敢，是一种英雄行为，因而盲目反抗，拒绝一切批评。 许多青
春期的孩子对大人都有一种逆反心理，他们往往把家长和老师的
批评、帮助理解为与自己过不去，认为伤害了自己，因而就会表现
出严重的敌对倾向。
辅导方法
1、联系父母，共同教育。 在老师的一再要求下，他父母终于同
时来到学校，我和班主任老师与其父母谈了许久，交流分析了孩子
存在的各种问题及其成因，特别告诫其父母：孩子是无辜的，你们
的爱将影响孩子的一生；要让孩子感受到来自你们双方的爱。
2、积极改善家庭教育环境。 邀请家长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心
理辅导活动（特别是有关初中生心理特点与家庭教育的活动），指
导家长阅读一些教育孩子的书籍，提高自身教育水平。 让家长创
造良好、民主的家庭环境，和孩子交朋友，多鼓励、表扬，少批评、
责骂，合理对待孩子的需求，不挫伤他的自尊心，尊重他、信任他。
3、循循善诱，坚持疏导。 在班级任课教师会上，我们要求教师
要正确对待这类学生，避免直接批评，不要与他发生正面冲突，要
注意保护他的自尊心，采取以柔克刚的教育方式。 当他犯错误时，
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点他的名字，而是在与他个别交谈时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耐心帮助他分清是非，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愿意
主动地去改正。
4、因势利导，扬长避短。 教师要善于挖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充分发挥其作用。 老师的信赖、同学的支持让他树立起自信心。 学
习上的进步更要及时地表扬他，使他有一种成就感，同时也趁势
指出他的不足，让他迎头赶上。
5、榜样示范，促其进步。 根据本班学生情况，我们协助常某找
到各方面优秀的同学，作为常某学习的榜样，这些同学也成为了他
学习和生活的好帮手。 与此同时，指导常某阅读一些伟人、科学家
成功事迹的书刊，开阔视野，不断激励，使常某明白只有胸怀宽广，
能接受他人意见的人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 这样，尽可能把他的注
意力引到了学习上，启发、诱导他走出了错误的心理误区。
辅导效果
在老师、家长、同学的密切配合下，通过持久的心理辅导，在
爱”的沐浴之下，常某的逆反心理已有所改观，与老师、家
各方面“
长和同学的紧张关系也得到了缓解，遇事不再盲目的顶撞，犯了
错误能主动承认。
反思或启示
当今社会，离异家庭的增加给更多孩子的成长带来了负面影
响，它的危害之深受到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我们应针对具体个案
进行分析，找出适合问题行为人的具体方法，有所侧重地对问题
行为进行干预，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在这个个案中，很明显，常某的偏激心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家庭环境引起的，他无法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爱，家庭的教育方式
同时也导致了常某不良性格的形成。 因而在对常某进行心理干预
的过程中，就要特别注重家庭的作用，让家长参与进来，促进家长
与孩子的交流与心灵的互动。
因此，只有对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恰当地选
择具体的干预方法对心理问题进行治疗， 才能保证治疗的效果，
最终达到解决问题行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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