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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花开香满园 

                  ��用高质量的管理促进学生的发展 
◆  刘忠毅 
 

    

当面对着那一双双清明透彻的大眼

睛，那一缕缕求知若渴的目光的时候，我

们思考的不仅仅是如何才能教给学生更多

的知识，而是如何才能为学生的发展提供

更多的空间，为学生的思想腾飞插上一双

灵巧的翅膀。省实，这孕育着无数希望与

未来的神圣沃土，勤奋的教师正亲手栽下

那一棵棵凝聚神奇与智慧的菩提树，用无

私的奉献与睿智的教学培育出满园的香艳

的菩提花。 

 

一、高质量的教育与完善的人文

关怀是省实的教育特色，是教师的教

育追求，更是学生发展的阶梯。 

高质量的教育不是说我们教给了学生

多少有用的知识，而是在教育、教学中我

们为学生创造了多少自我发展的机会，在

学生的人格培养上是否指引了正确的方

向。高质量的教育可以蕴含在每一节课，

每一次活动中。特别是班集体的形成，要

通过高标准的要求，高效的活动不断地推

动。对此，我尤其重视两个教育环节：一

个是班级集体活动、一个是班会课。集体

活动是塑造团结、向上的班集体的基础。

缺少交流的同学之间是很难形成互相关

怀、互相促进的氛围的。开学初，学校开

展学生运动会，机会来了。经过仔细的分

析研究，我觉得在所有项目中拔河是最能

体现集体精神的。于是，我把其余项目的

组织安排全都交给班委会组织，让学生逐

渐形成自我管理的意识，而自己亲自担任

拔河拉拉队的队长。第一场赢得很艰难，

但还是顺利过关了。硬仗在第二场，对方

是第一场轮空，养精蓄锐、士气高涨的省

班。省班的学生不仅学习好，而且求胜意

识强，意志力坚定。如果能在拔河比赛中

赢了省班，对于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增

进班级凝聚力都有着重要意义，因而这一

场比赛一定要赢，没有退路。在认真分析

了这一形势之后，比赛开始前，我召开了

拔河队队员会议，为他们分析了可能出现

的各种困难，使他们在精神做好打硬仗的

准备。同时，召开了班级的拉拉队会议，

统一口号，统一思想。在比赛中，正像预

料的那样，省班的学生一上来就显示出咄

咄逼人的气势，加之前面没有比赛，体力

充足，红绳一点点、一点点向他们那一侧

移去。我们班的同学因为有思想准备，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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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打硬仗、打持久战的准备，顽强的坚

持住，没有让他们顺利地拉过去。时间过

得真慢，这场拉锯战足足进行了 2分钟，

这 2分钟时间就像两年。省班有些学生的

意志力开始动摇，而我们班的同学也是筋

疲力尽。虽然我的嗓子已经喊得嘶哑，但

我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只

要再坚持一下，胜利就将归于坚韧者。这

时，我开始使用我们已经研究好的策略，

我带领全班的拉拉队一起从第一个拔河队

员开始大声地给每个人加油，特别把重点

放在排头和排尾。我们的声音远远超过了

省班的拉拉队，远远的盖住了所有围观者

的声音。这突然的气势变化，让对手不知

所措，也为我们的队员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红绳一点点、一点点的移向我们这一侧。

胜利了！队员们瘫坐在地，流出了疲惫、

幸福、而又凝聚着意志品质的喜极之泪。

我们赢了！不仅仅是比赛，而是意志上的

胜利，对未来无限憧憬的胜利。从此，我

的学生有了一次人生中最宝贵的体验，这

将深深的影响他们的学习、工作与生活。

在未来的路途中，他们会克服一个个困难，

不畏艰险，成为生活的勇者。果不其然，

她们轻松的赢得了第二局，又打败一个个

强硬的对手，最后摘得了冠军。当天晚上，

我就与班委会一起激情澎湃的改编了一首

班歌《高二 13 你是我的骄傲》。第二天早

晨，学生们坐在教室里，班级中突然有人

唱起来：那是从旭日上采下的虹/没有人不

爱你的色彩/一张天下最美丽的脸/没有人

不留恋你的容颜/你明亮(的)眼睛牵引着

我/让我守在梦乡眺望未来/当我离开家的

时候/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高二 13，你是

我的骄傲/高二13 ,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

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红旗飘呀飘 红旗飘呀飘/腾空的志愿像白

云越飞越高。刚开始，是一个人在唱，渐

渐的声音穿越了门窗，穿过教学楼、操场，

飞向遥远的外太空，奏响了班级的最强音！ 

高质量的班级活动是班级学生之间交

流、互助，形成强劲的班级凝聚力的重要

基础。高质量的班会课能使学生的意识、

能力更上一层楼。在运动会后，我及时地

召开了班会《与你同行》。运动场上那顽强

拼搏、永争第一的场面再次展现在同学们

的面前。在回味中，师生一起谈感想与收

获；谈未来与人生。学生们深深地认识到：

在生活、学习、工作的各个方面都一样，

没有最强者，只有更强者。勇于追求，敢

于拼搏的人才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坚韧

的意志、不懈的努力才能使人笑到最后。

班会中，班长带领大家发出挑战宣言：我

们的一切目标都是要超越省班，要做状元

班。这样的口号有人会觉得可笑，但只有

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在学习上，同学们

确实还需要更大的努力，但他们真的在其

他方面赶超了省班，这是让老师与同学都

没有想到的。班会结束时，我把自己的一

首小诗深情地读给他们：《与你同行》我不

知还有多少睡眠/天未亮，夜已逝/我的心

却如潮水，难以平静/那一刻我已泪涌双眼

/什么是坚韧、伟岸/什么是真正的猛士/一

切的一切，都在这里诠释/ 那擦伤的手臂，

滴血的手指/那满身的灰尘，无声的啜泣/

那就是你��我亲爱的学生，勇敢的战士/ 

那一刻我心潮澎湃/那一夜我秉烛难眠/13

班因你而骄傲/省实因你而灿烂/ 生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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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而精彩/夕阳西下，一抹残阳如血/你坚

毅的身影就是��省实之光/我愿与你同

行，去做那涅磐的凤凰！ 

通过精心准备的集体活动与班会课，

学生的意识得到了升华，磨练了意志、树

立了理想，为形成一个团结、向上的班集

体奠定了基础，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指明了

方向。正像很多同学在日记中写得那样：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正视过自己，原来

我也能行，而且很能行，将来会更行。 

 

二、无私的奉献与智慧的教育为

学生插上腾飞的翅膀 

教师的职业是辛苦的，班主任的工作

更辛苦。如果作为一个班主任来说，还要

计较是否是上班工作时间，是否是自己份

内的事情，那么班主任的工作就很难做的

出色。班主任老师的奉献是学生成长中的

催化剂。早出晚归已经不是什么独特的工

作方法。如何在辛苦的工作中夹杂进智慧

的教育，是新时期班主任工作要思考的问

题。 

为了能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形成班级的

自我管理，我在初步确立班委会的基础上，

实行“手牵手，齐步走”的班级管理方法。

因为学生的自我管理非常重要，如果学生

不能形成良好的自我管理，班主任老师就

要事事管，占用大量的时间不说，教育效

果也不好。因此，在开学初期，通过调查、

考察，学生竞选等形式，建立一支有效、

精干的班委会非常重要。在班干部的设置

上，尽量使更多的同学参与到班级管理中

来。同一职位尽量安排两、三位同学共同

负责，促使班级干部之间形成竞争机制，

每个班干部定期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并

与同职位的其他班干部的工作进行对比，

让班级同学进行评议并进行表彰。每学期

结束时，不仅在班级张贴优秀班干部的照

片，而且给优秀的班干部发一张大奖状，

让他们把这种快乐带给家长。班干部的积

极性非常高，愿意为班级、同学做出贡献。

但是即使学生干部的工作已经很突出，班

主任也不能完全放手给学生。作为具有较

高教育方法、教育目的的班主任老师来说，

要时刻关注班级的管理，才能保证班级工

作更加顺畅、更加有效。实现班主任管理

与学生自主管理的“双管”模式，是学生

能够接受，也是比较喜欢的。学生需要教

师的关注，同时又不愿意老师管的太多，

这种“双管”模式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 

“管理”是学生不喜欢的一个词语，

并且个性化教育也不提倡千篇一律的管

理模式。但学生的早恋问题、懒散的毛病、

意志品质差等问题又必须通过教育、引导

才能转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就在班

级中组建了“自我促进联盟”。“个人行

为联盟”就是其中之一。联盟以互相帮助

为基础，以共同进步为己任。同学之间互

相交流，当其中一位同学出现诸如早恋等

问题的同时，联盟的成员就会很快把这一

信息传达给班主任老师，并且一起商量该

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帮助同学回到正确发

展的轨道上来。联盟中的成员因为平时交

流的比较多，所以互相信任，通过他们把

老师的一些想法以学生的口吻传达过去，

并且是几位同学通过不同的角度互相交

流，这样，那位同学就可能突然醒悟，从

而产生正确的想法，从新树立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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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班级中有位同学从高一就开始有早恋

问题，被同学和老师戏称为“老夫老妻”。

为了帮助他摆脱早恋问题，我制定了三步

走的策略：第一步，与家长沟通，达成共

同的教育目的，在家长与学校间形成反对

早恋的共同氛围；第二步，找班级中学习

成绩好的两位同学，让他们主动地与这位

同学交流，使他们能够成为好朋友。 这

两位同学主要在学习上引导，经常与他进

行学习上的交流，引起兴趣迁移。第三步，

使他担任一定的班级工作，进行时间上的

压迫。同时，让个人行为联盟中的几位与

他要好的同学经常在他面前说早恋的坏

处，某某人早恋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长

时间的影响，他的观念逐渐的发生了改

变。大约三个月后，这位同学的早恋问题

基本上就解决了。通过这种影响，班级中

反对早恋的氛围逐渐形成，同学之间的关

系越来越纯洁，越来越友好。 

新的时期，我们面临着多种生活观念、

生活方式的影响。社会对学生的不良诱惑

也越来越多。依靠长时间的“紧跟”与不

厌其烦的“说教”已经很难达到教育目的。

多动脑，采取灵活多样的、高标准的教育

方式，使我们的无私奉献与高智慧的教育

相结合，是新时期班主任工作成功的良

方，也可以为我们的学生指引出一条正确

的人生之路，为学生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

膀！ 

 

 

（责任编辑：李宇佳） 

 

 

 

噢，家长们！                   

◆  吴薇薇 
 

初当教师，前辈们总嘱咐我们这些“新

手”要与学生家长配合好，使学校、家庭

教育相结合，以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在

前辈们的千叮咛万嘱咐下，我也对家庭教

育关注起来，一有空就找些跟家庭教育有

关的书籍“啃一啃”，报纸上与家庭教育有

关的东西也总是引起我的关注，例如“一

个父亲给女儿的信”、“科技大学神童被学

校劝退学”、“公安父亲亲手枪毙逆子”��

很多类似的新闻被我读了再读。我越来越

相信，孩子的教育就是父母的责任。也许

是对家庭教育注意得太多了，久而久之，

只要有学生有点问题，我就习惯性地从他

的家庭开始分析学生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加上我对学生的感情极深，有时学生出现

了问题，往往会将错误归因到父母、家庭

身上，而我则会不自觉地站在学生一边，

寻思：“他们的父母怎么会这样啊？”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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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家长产生了“不理解”，双方配合得

不够默契，我的工作中也曾经遇到了一些

难题。而正是这些难题，让我一步一步重

新去认识“家长”这个词的含义�� 

 

一、单亲妈妈的勇气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打扮得十分端

庄，一身淡粉红色的职业套装，让人一眼

看上去就知道她是个知识分子。她在一个

不错的事业单位任职，单位竞争很大，但

每年的“竞争上岗”她总能凭着自己的才

干和丰富的经验稳操胜券。几次接触后，

我了解到，她的婚姻并不如她的工作那么

顺利。由于一些原因，她年纪偏大才有了

现在这个唯一的儿子，与丈夫离婚后，她

一直孤身带着儿子。与天下所有父母一样，

她希望给儿子最好的教育，希望他出人头

地。老天爷也给了她的儿子一个极好的机

会��电脑派位，他被派到了省实。看到

儿子的学校不但有了着落，而且还是名校，

身为母亲的她放下了心里那块大石。可是，

好景不长，她的儿子由于学习习惯不佳、

学习基础差，开始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的症

状��成绩较差，与同学关系十分紧张。

儿子的表现使母亲急得不得了。她开始不

断地训儿子，说他是她们单位“最笨”的

学生，说他“没一点像她，全都继承了他

父亲的恶劣”��一次又一次的训话，使

他们母子关系陷入了僵局（最僵的时候儿

子甚至扬言要去死），渐渐地，儿子不再听

她的话。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她的儿子比

较听我的话。她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把所有教好儿子的希望都压在了我身上。

每当对我说起儿子，她总是喋喋不休地讲

孩子的情况，通常第二句是第一句的重复，

第三句是第二句的重复，一件相同的事情，

她总能翻来覆去地讲好几遍。有时一个电

话，就能让我听上一个小时。一开始，我

还可以接受，可后来连我都能将她的说话

内容背诵出来时，我开始刻意地避开这位

家长，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她的儿子

身上。然而，她并不气馁，只要有机会，

无论是晚上11点，还是早上6点半，她都

会向我“汇报”儿子的情况。每次看到她

的来电，我都要深呼吸、鼓足了劲儿才接

通电话。 

她常常跟我埋怨“不想要这个儿子”，

我听到的，基本全是她儿子的负面“新闻”。

有一次，当她又喋喋不休地数落儿子时，

我没好气地说：“您看，您把儿子的所有缺

点都数出来了，连您这位母亲都觉得儿子

没用了，您让我怎么有信心使他转变好

呢？我看，该转变的是您吧。”也许，我的

忍无可忍通过电话传到了她那端，她突然

停下了唠叨，无语。几十秒之后（我以为

她肯定会气得挂电话），她态度良好地说：

“谢谢你，老师，我想，问题可能真的在

我这里。我得好好想想。” 

几天后，当我到她们家家访时，她笑

着对我说，“老师，你看，我借了周泓老师

的赏识教育系列光碟，你说得对，过去，

我总说儿子不好，可从没想过问题到底在

哪儿，看来，我得改变改变自己了。”家里

的书架上，放着《心理医生》、《孩子，你

真棒》，我的眼睛一亮，重新打量起眼前这

个个头不高、却很有勇气的母亲。 

如今，她的儿子每星期都要请家教，



█▉▊▋▌▍▎  德育纵横                                                DE YU ZONG HENG 

 37 

由于没有良好的学习基础，他甚至连生物、

地理、历史这样的科目都需要家教。于是，

昂贵的支出重担压在了这位母亲身上，她

不得不一边找些零活或是兼职做些工作来

赚钱贴补家用，但她却默默地努力着，并

逐渐学会不向别人抱怨了。我想，这就是

爱，这就是母爱的伟大。于是，我也渐渐

学会了坦然地接听她的电话，耐心地与她

一起“唠叨”她与儿子的点点滴滴。 

 

二、父亲的伟大改变 

他是市内一家大医院某科的主要负责

人，工作十分忙，能见到儿子的时间屈指

可数。他的儿子是个聪明而又调皮的小家

伙，常常能找到机会给老师制造“加班”。

一次，他又与同学拳脚相向了，我请来他

的父亲进行沟通。我永远忘不了这位父亲

进到办公室后的眼神。他走进来，眼光落

在办公桌旁的儿子身上。那眼神如同两把

利剑，闪着寒光直逼儿子去。我心里一惊：

“好凶的眼神，我是他儿子的话肯定也吓

死了。”心里虽七上八下，但孩子的事情还

没解决啊。我硬着头皮，挤出一点笑容说：

“请坐”。这位家长倒是非常有风度，他听

见我的招呼，立刻收回了那种“杀人”的

眼神，和蔼地点头回应我。看到他的反应，

我在心里不由地舒了口气，“其实人挺好

啊”，我心想。 

由于对这位家长较为放心了，我大胆

地讲出了我的看法：“您的儿子太寂寞了”。

他大概以为我会像儿子小学的老师那样数

落孩子的“罪行”而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

备，结果却没听到预期中的话，所以一时

惊讶地望着我。我只好重复了自己的话，

“您的儿子太寂寞了，您能多陪陪他吗?”

话音刚落，我感觉到了他的变化��也许

在那一刻，他想起了儿子每个抱着希望而

又失望的生日，或是每次承诺却又因自己

工作繁忙而无限期的推迟；也许，他想起

了儿子蹶起的小嘴，或是儿子那泪水滑落

的伤心模样�� 一时间，这位高大威严的

父亲，眼神一下温柔了许多，眼角还闪烁

着光芒。他抬起头望着儿子，儿子也带着

愧疚望着他。父子俩那一瞬间的对望，似

乎是彼此心灵最好的交流�� 

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但如今当

这位可爱的儿子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老

师，我考完之后，我爸跟我一起打游戏耶！”

我仍会想起一年前那双眼神的变化，并佩

服着这位父亲的改变。 

 

三、“反足球”先生 

他的儿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球迷。

爱看球、爱踢球，什么都是足球第一。眼

看初二了，儿子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减，

对学习的热情却怎么也不见高涨。这位父

亲急得不知怎么办。有一天，他给我打来

电话，本来是了解儿子的学习情况，后来，

一向客气的他可能太心急了，竟然用质问

的语气说：“老师，你们学校的体育活动怎

么总是有呢？能不能建议学校把所有的体

育比赛给停了？”“体育活动对学生是十分

必要的啊，他这不是无理取闹嘛！”我心里

气不过，就说“体育比赛是学生锻炼、增

强体质的最佳途径，而且能增强学生的集

体荣誉感和自信心。有体育运动是很正常

的啊。您不能因为您儿子喜欢足球就让全

校的足球活动都停啊。”他或许听出了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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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于是极力解释“我们是讨论、讨论

一下”。但这个“讨论”很快涉及到了我们

自己班的足球队，由于儿子是球队队长，

因此他希望解散球队，使儿子专心学习。

我还是极力反对这样的做法。结果，“讨论”

不欢而散。 

事情过去了很久，一天上午，当我刚

踏进校门时，传达室旁的一个瘦小的身影

引起了我的注意。“咦，这不是那位�反足

球协会�（我给这位家长起的名号）先生

吗？”我正纳闷，就发现他迎了上来：“老

师，我今天来，是来向您反映一件事。我

儿子昨天在放学路上遭打劫了，事情是这

样的��”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担心，他的

眉毛紧锁着，似乎希望儿子永远都被自己

保护着不受伤害。当我表示自己已经知道

事情并会帮助他安慰他儿子时，他感谢了

又感谢，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那种对

儿子的深情似乎一下传到了我心底。看着

匆匆离去的那个瘦小的身影，我突然觉得

自己可以原谅他的那通电话了。“天下父母

心”啊！ 

 

四、难忘的家长会 

当了两年的老师了，已经开过不下四

次的家长会，但每次开完，总会有很多很

多新的感觉。初二下学期中段考后的家长

会，一位白发苍苍的爷爷用那布满皱纹的

手翻阅着我们发下去的小孙子的手册和成

绩单，他眯着双眼，一个空一个空很仔细、

很费力地看着，每看一项，他嘴里都喃喃

地念一遍。然后，又捧着手册详细地向我

确定每一项的内容含义。临走，还不忘说

“老师，谢谢您，对我那小孙子要严格点，

不怕的！”看到这样一位爷爷，心里绝不仅

仅是崇敬，还有很多很复杂的、说不清楚

的心情。 

还有的家长，对孩子的担心就写在脸

上。例如她。一位母亲，握着孩子的成绩

单，刚想问老师“孩子的理科差该怎么

办？”话还没出口，眼泪倒急得掉下来。

那种着急、担心、无助随着泪水落了一地。

作为老师，我的心里也一样酸。 

曾经以为家长给了下一代很多的束

缚，曾经以为家长就是想把自己认为最美

好的东西强加给孩子，曾经以为家长就是

喜欢把一切事情甩给学校就“万事大吉”，

曾经以为家长为了挣钱早已漠视了孩子的

情感��但当你见过这样、那样的家长，

你不会再这样想。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他

们对孩子的爱，爱得那么强烈，爱得那么

直接，爱得那么单纯，爱得那么勇敢。你

会告诉自己：“原来，爱可以这样强烈和简

单”。 

经历过这样的爱，我也学会了爱孩子

们，跟家长一样地投入。总有一天，我们

也会成为家长，我们也同样期望孩子能得

到老师的爱，亦如我们爱我们的学生，不

是吗？�� 

 

 

（责任编辑：李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