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好的管理是激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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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在用什么方法管理班级



1，科学管理



科学管理主要内容



（1）把学生组织起来



明确班级管理三条线

第一条——班级总负责人
（控制、评价、提供帮助）

第二条——工作负责人
（组织、提醒、督促）

                            
第三条——岗位承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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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级组织难以调动每一个成

员的积极性

        以小组为核心的班级组织结

构是一种重要的补充



小组的管理模式

谁做组长？



小组组员的分工



理论上小组可以完成的任务



学生任务分配一览表（局部）
学号 姓名 班级职务 值日生工作 其他岗位1 其他岗位2

01 略 第一组行政组长 星期四保洁 制作电子相册  电影俱乐部

02 略 第一组语文组长 星期一擦黑板 板报小组 班报编辑

03 略 政治科代表 星期五擦黑板 养护班级植物  制作海报

08 略 英语科代表 讲台保洁 微波炉保养 英语小组

12 略 班长 星期二包干区 班主任助理

17 略 宣传委员 右前中窗保洁 回收饮料瓶 班报主编

26 略 生活委员 讲台保洁 班级购物员  

30 略 第二组物理组长 星期三擦黑板 健身小组 管理复印机

45 略 团支部书记 多媒体设备 图书管理员





人人有事做（没有闲人）

事事有人做（不留盲区）

时时有事做（有序运转）



仅仅“人人有事做”是不够的

  科学管理目标是“事事能做好”



（2）确定岗位职责



【职务说明书示例】班长
（1）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形象，给全班同学做榜样
（2）班主任不在时，代理班主任管理班级常规事

务，如集合、放学
（3）协调各班委之间的工作
（4）组织召开班委例会（每个月第一周的星期一

下午放学后）
（5）主持班级小组评议、讨论、推选等活动
（6）参加学校的班长例会，做好会议记录，及时

向班主任汇报或传达到班级
（7）负责班级各种申报材料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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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岗位职责的说明



（3）落实岗位培训
岗位培训会+平时指导
解读职责、分类指导
示范点评、交流研讨

不仅培训做事，更要培养责任心
不仅培训技术，更要培养创新意识

培训也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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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培训要点
1，岗位是展示自己能力、责任心的窗口 ；
2，每个岗位对班级都非常重要，不可或缺；
3，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一定会得到认

可并有回报；
4，班级工作可以锻炼能力和培养创新意识；
5，掌握任何一项技能对个人未来的发展都可

能有很大的帮助；
6，多做公益可以提升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帮

助他人将收获友谊并获得心灵的愉悦



劳动委员解读岗位职责并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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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工作检查





（5）完善岗位评价



岗位评价的方法



【示例】班干部评议制
自评：述职报告

  1、本学期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2、哪些做得比较满意
  3、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有哪些
  4、对班级工作的想法和建议
  5、希望老师和同学给予怎样的帮助

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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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评：班委演讲，同学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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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评议班干部
序
号 职务 姓名 优秀 称职 不称职 最想对你说

的一句话

1 略 略 　 　 　

2 略 略 　 　 　

3 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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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情况反馈（班主任谈话）

表彰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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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班级岗位管理要点



《班主任工作十讲》（2014）
               基本方法
             组织结构
             岗位培训
             制度规范
             评价体系
             硬件建设
             班风营造
             时间管理
             常规事务
             偶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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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靠什么取得管理绩效

奖励惩罚

学生素质

班干部能力

班主任权威



我们的思考（一）

  如果学生对奖励惩罚不在乎怎么办？

  如果学生不听班干部的怎么办？

  精细化管理的班级，学生幸福吗？



科学管理强调控制

教育要还人以自由

科学管理追求绩效

教育注重的是过程



我们的思考（二）

       新技术对传统管理方式的冲击。技

术的进步让复杂的管理流程变得简单

便捷。如二维码、人脸识别、晓黑板

等。过去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时间资源

的工作现在可以用技术轻松解决。



科学管理目中无人

技术管理不需要人



在此背景下的班级管理

意义何在？

魅力何在？

出路何在？



2，人本管理



人本管理“四项基本原则”

1，规则约束，人文关怀

2、好关系带来好管理

3，公平，公正，公开

4，尊重学生的权利



（1）关注每一个学生

    ①长期坚持大面积和学生谈心（按照学

号顺序）（语言沟通）

    ②通过周记和学生笔谈（文字沟通）

    ③和家长保持常态的沟通（网络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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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需设岗与因人设岗结合

          “班级要你做什么”班级管理的需

要—— 按需设岗

       “我想为班级做什么”学生的需要

（特长、兴趣、爱好）——因人设岗



（2）基于尊重的岗位分配方式



【新接班的问卷调查】

1、你的特长或爱好是什么？
2、你对做什么事感兴趣？（指为班级

做事） 
3、你在过去的班级里做过什么工作？
4、你愿意为新的班级做点什么？
（想到什么都可以写）



用“岗位招标”的方式安排值日生
编号 项目 时间 要求 承包人

1 擦黑板 星期一 随时保持黑干净，放学后水洗 　

6 讲台前地面保洁 上午 随时保持地面无灰尘、纸屑 　

7 讲台保洁 上午、中午 随时保持讲台整体的整洁 　

9 后排区域保洁 随时 随时保持后排整体的整洁 　

10 换垃圾袋 随时 满了就换，不得溢出 　

11 内前窗保洁 两周一次 内外擦拭，保持光亮（含窗台） 　

17 门保洁（三扇） 一月一次 内外擦拭，保持清洁 　

18 阳台保洁 一周一次 保持地面、窗台、窗户整洁 　

22 拖地 星期一 教室内全部地面 　

32 教室地面保洁 星期一 清扫地面，保持清洁 　

42 包干区保洁 星期一 随时清扫，保持清洁 　



尊重选择权才能合理分工

每一个岗位上都有合适的学生在工作
位得其人

每一个学生都能在合适岗位上发挥才能
人得其位

通过合理分配工作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人尽其才

45



班级管理，处处尊重学生的权利



权利名目 管理机制或规定

知情权 重大事项公示，文本送达家长并收取回执

决策权 班级大会、座谈会、班级管理委员会会议

选择权 岗位招标制、竞聘上岗制、征求工作意向

管理权 岗位承包制、值日班长制、组长分工负责制

监督权 班干部群众评议制、班主任信箱

隐私权 禁止打开学生手机、拆信、翻动书包等行为

物    权 不得随意扣留、没收、毁坏学生私人物品



尊重权利的管理理念下
班主任工作姿态的转变

权威——平等

专治——民主

简单——智慧



教育学生方法的多样性

传统做法 替代做法 其他方法

说教训诫 运用规则 改善关系

权威压服 议事协商 以情动人

批评惩罚 指导建议
教育跟进

评价引导
赏识激励

约请家长 三方沟通 交流沟通
建立信任



《学生可以这样教育》（2016）
      战略设计
      规则教育
      议事方法
      团队建设
      情商培养
      励志攻略
      说服技巧
      惩戒原则
      个别转化
      成绩推进 50



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现象与思考】
         有规章制度，有布置安排，也有奖

励惩罚，但是很多学生对工作就是不起
劲。学生不动起来，技术性的工作做得
再好都没用。

         而如果学生能积极主动地投入，即
使规章制度不那么精细，工作也一样能
高质量完成。而且学生还能不断创新，
创造性地完成任务。班级呈现出生机勃
勃的气象。



       学生是麻烦制造者还是可以开

发的金矿？

      学生，是管，还是激发？



二，最好的管理是激发学生



为什么我们对激发顾虑重重？

   传统教育观念形成的思维定势

   对“失去控制”的担忧

   对改变可能带来的失败的担忧

   学校管理方式和文化氛围的影响



我们面对的困难

传统观念

成熟的工作
方法和习惯

学校文
化氛围

班主任变革困境



我们努力的价值

传统观念

成熟的工作
方法和习惯

学校文
化氛围

班主任行动



    你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

                         ——凌宗伟



如何激发学生？



激发学生的基本路径



1，组织结构的变革

   （1）让每个学生在班级里有地

位，有话语权，有一定的自主权

，有参与决策的权利。



                       班级议事

                      班级大会制
                        
                



班级大会投票表决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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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议事



座谈会议事 65



（2）建立更灵活的组织结构



传统的工作安排方式



【项目负责人制】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



一事一议确定项目负责人



2，制度是激发学生的保障

制度是要求不犯错误，

还是保护并鼓励创新？



关于量化评分的思考
“不守规矩”的扣分是否远低于积极

行动的加分？
  是否取得好的结果才能加分？
  努力的过程可以加分吗？
  能否自己设计、申报加分项目？
  积分使用范围可否扩展，满足自己更

多的需求？



3，用清晰可见的目标激发学生
        目标要明确具体、触手可及，让学生

感觉到有盼头。
        要和学生一起憧憬班级美好的未来，

即目标实现后的样子以及给每个人带来的
益处。

        把班级目标清晰地呈现在教室醒目位
置并经常刷新它。

       要注意班级目标和个人目标的协同。



我班主任工作计划中的一段话

   本学期力争实现下列目标
（1）大型考试总均分进入年级前三名（目

前第四名）
（2）10%的同学进入年级领先行列（前

20名）
（3）85%的同学进入年级中等以上水平

（前300名）（目前为74%）
（4）消灭低分（年级后100名）



    为此，我班将展开以下行动：
   1，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个人成

绩推进目标，期末将进行评估
   2、组建班级学习小组（方案另附），培

养学生自学、研究、合作的能力
   3，组织成绩优秀的同学建立班级学习研

究院，带动全班同学进步（方案另附）
   4、开展“一帮一”“多帮一”活动，改

善部分同学薄弱学科的学习状况



小组学习合作



成立“班级学习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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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在讲解或自由讨论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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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院士”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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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目标具体落实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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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目标应该是有个性的、多元的，

不局限于学习成绩。

  如果目标是单一的，就会有相当多的

学生因无法达到既定的目标而产生挫

败感。



新年祈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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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哪些人会被哪些事件激发？



也许是独立上完一节课……



也许是一支篮球队



也许是一个话剧社



也许是一个合唱团



也许是一次美食节



也许，仅仅是奔跑……



5，什么样的任务能激发人？

更多的创造性

更多的挑战性

更多的自主权
 



【思考】学生能做什么？

尝试法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



管理是为了发展

  班级管理是班级教育的一部分

  任务为学生提供了更多锻炼、

展示、发展的机会

“适应性”与“超越性“



复印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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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地表达任务的挑战性



6，需求→动机→行动



“双因素理论”（赫茨伯格）
  不是所有的需要得到满足就能激发

人的积极性。
  基本条件不具备会引发不满，但具

备了也不一定能激发人。
  只有激励因素得到满足才能调动人

们的积极性。



激励因素 对应措施
工作的愉悦感 关于劳动意义的教育

成 就 感 注重激励评价
奖      励 增加奖励政策

对未来的期待 描绘班级愿景

职务带来的责任感 给每个人一定的职务
加强岗位培训



学生行为背后的动机——他需要什么？







7，“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关键时刻激发“四两拨千斤”
  耐心等待，注意观察，创造条件
【主题班会】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野百合也有春天》



8，评价的目的是促进发展



为什么评价对学生的激发作用有限？

（1）“医生式”的评价

 只关注缺点

（2）“盖棺定论”的评价

 只关注结果

（3）“一叶障目”的评价

 只关注成绩



当评价只剩下这些时，我们如何激发学生？



评价方式的改革
单一 —— 多元

         不仅关注学业成绩更关注综

合素养，如责任感、文明素养、

行为规范、情商、特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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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要涉及到班级生活各

个方面和班级中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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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评价影响班级生活的每一天（部分）

106

周期 评选项目 评选范围 产生方式 当选人数（次）

星期 班级之星 全班学生 小组推荐
班主任认定 1-2

月 月度风云人物 全班学生
个人、班委会、
教师推荐，全
体学生投票

当选1，提名奖
若干（含组合）

半学期 中期综合表彰 全班学生 各项量化评分 不限

学期 感动班级事件 学生教师家长 根据评选细则 10

学年 年度人物 全班学生 根据评选细则 当选1，提名奖
不超过4

不定期 专项评选 学生或教师 根据评选细则 不限



让评价关乎到班级中的每一个人（部分）
类别 名称 备注

学习
成绩

“阳光雨露”杯 大型考试总分第一名
学习积分排行榜 半学期更新一次

“阳光雨露杯”奖学金 每学期颁发一次，获奖面约为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
学习最佳表现奖 对学习成绩进步最大的同学的奖励
成绩推进排行榜 对学习成绩进步者的认可
优秀师徒组合 奖给在“师徒结对”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组合

班级
工作

优秀班干部 学生投票，班主任认定
优秀课代表、小组长 同上

劳动
卫生示范岗 挂牌
劳动明星 每年五月份评选，与月度风云人物评选挂钩

综合
表现

关心集体特别奖 一学期一名
月度风云人物 个人、团队或组合均可当选，另设入围奖

感动班级年度人物 在月度风云人物的基础上选出
感动班级十大事件 每学期一评，科任教师的事迹也可当选107



每周“班级之星”

108



       班级“月度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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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人物与校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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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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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班级年度人物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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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思路的改革
终点 —— 起点

期望他做到什么

他做得怎样



评价让我们知道了努力的方向

【学生】
（1）哪些方面我做得很好
（2）哪些方面我可能会做得更好
（3）要想做得更好，我应该如何学习
【班主任】
   为了让他做得更好，我应该给他提

供怎样的帮助？
  



激发学生的评价原则
多元化原则
激励型原则
过程性原则
发展性原则
制度化原则



9，激发学生的常用方法

     （1）演讲      （2）   书信 
    （3）电影       （4）“名人”
    （5）阅读       （6）   谈心 
    （7）榜样       （8）   环境
    （9）评价       （10）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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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班级励志读本

班

级

励

志

读

本

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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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读本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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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本教材《励志读本》篇目选

    《我们都不是神的孩子》
    《只需去战斗》
    《成功》
    《力戒浮躁享受磨练》
    《高考不相信眼泪》
    《一米远的天堂》
    《你凭什么上北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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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激发，现身说法

           ——我的人生供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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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主题班会访谈节目《师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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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话实说》节目访谈现场
122



《师话实说》节目主旨
123



学生向嘉宾提问
124



主持人向访谈嘉宾赠送礼品
125



与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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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电影就是一本好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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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本课程《世界经典电影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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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部励志电影（适合中学生）

1《龙樱》（日）
2《叫我第一名》（美）
3《居里夫人》（美）
4《海伦凯勒》（美）
5《垫底辣妹》（日）

6《高三》（中）
7《十月的天空》（美）

8《当幸福来敲门》（美）
9《死亡诗社》（美）

10《风雨哈佛路》（美） 129



氛围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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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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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       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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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失败和挫折，也可以激发学生

【案例】我们还要努力！



致学生的一封信（节选）
            开学的几周匆匆过去。当我星期

五傍晚时分疲惫地离开学校时，校
园里已是一片静悄悄。这一周，太
多忙碌，几分惊喜，些许惆怅……

        班级每天都在发生着令人欣喜的
变化，宛如初生的婴儿，拼命吸收
营养，长得飞快。我们每天都在向
这个新家中注入正能量，呵护着她
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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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有令我感动的场景！
        上一周同学们费了好大的功夫把

阳台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买来了两盆
花，让班级里有了一些绿色。那一天
我去阳台，却发现多了一盆漂亮的植
物。有人告诉我，是瑛子同学从家里
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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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瑛子真好！这是我的心里话。同学都把她
叫“邻家女孩”，好亲切的称呼，让人听着就
觉得温馨。          

          瑛子干活认真到让我心疼！我知道她身体
不好，但是，从军训为同学们服务，到做值日
、为班级做展板，哪一样不是抢着干！她的好
，同学们看得见，都写在了周记里……

          班里岂止是瑛子好！应该说，有不好的吗
？真的没有！在我眼里，大家都那么可爱、优
秀，就算是偶尔的顽皮，也透着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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瑛子同学承包的班级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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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遗憾，那也是有的。我的遗憾，同学们
往往都不知道……

         有一天，领导批评了我，说我们班中午太吵
，影响了其他班级的休息。

         那一刻，我真的很委屈。我年纪大了，记不
清很多事情。哪一天吵闹，我完全没有了印象，
为了让科任教师多休息一点，一个星期五天的值
班我全包了。因为每天睡眠不足，到了中午我特
别困，但是为了多做一点工作，我几乎没有午休
过。我天天在班里，没发现影响到其他班级啊！

             138



            我想起了军训时同学们的委屈。
         是啊，大家的训练都那么认真刻苦，会

操的表现无可挑剔。但是，优秀团队的名单
中竟然没有我们班！当时很多同学都哭了。
我知道大家委屈的。我真想告诉大家，社会
是复杂的，很多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只要付出了，就一定会有好的回报。做人，
要大气，班级，也要大气。要相信，如果你
足够优秀，谁也挡不住你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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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自己，班级午休是不是发出了声
音？如果有，哪怕不高，那也是瑕疵。
只要有瑕疵，就别怪人家说我们。有人
盯着，正说明了我们引人注目，这是动
力。

        让别人闭嘴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得更
好！

         我还要努力，更需要全班同学的努
力！不抱怨，不委屈，勇敢地走下去，
用事实来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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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们的努力，终会有回报。
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给人看，是为了我
们自己的未来。

         写到这里，看了一下时间，深夜一
点半。现在已经是星期一了。过不了多
久，太阳就会升起，新的一周，已经来
临。此刻我想起了一位朋友说过的两句
话，我很欣赏，我要把这两句话送给我
们班的全体同学——

      “我想进步，无人阻挡！”
      “就算遍体鳞伤，也要赢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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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温暖的书信
心里话和学生娓娓道来
老班的真性情跃然纸上

唤醒孩子们的良知
激发奋斗的热情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我们要为班级美好的未来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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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什么样的文化可以激发学生

宽容大气

试错容错

互相欣赏

民主自由



充满活力的团队



小卢的故事



小卢同学的考试成绩和年级名次

语文 排名 数学 排名 英语 排名 总分 排名
67 79 53 265 70 303 190 217



他博学多才，有语言天分



他的课堂妙趣横生，圈粉无数



班级《百家讲坛》让他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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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一个班级，能

如此群星璀璨；再也不可能有这样

一群学生，会这般惊艳了时光……”

——小卢









我心目中好的班级管理

解放而不是束缚学生

激发而不是控制学生

尊重而不是漠视权利

执行力强且活力十足
154



我理想中的班级

   能不能让学生在一个大的发展框架（如健
康成长积极向上）下，按照自己意愿设计
目标，自由发展。百花齐放、百舸争流。

   班级为其创造条件、提供舞台，给予帮助
。剩下的，交给学生。

   班级是这样一块沃土，各种植物都能健康
生长；班级是这样一片天空，允许各种飞
鸟尽情翱翔。



有关参考资料

《你能做最好的班主任》（2011）

《班主任工作十讲》（2014）

《学生可以这样教育》（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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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晓黑板”的教师可免
费获得以上书籍

      教师加入邀请码：999666



  更多免费资源，收录在
“晓黑板”教师圈资源库中



你的问题可以通过专职助手联系到我



家校沟通的神器



微信群里，教师和家长的关系是网状的



“晓黑板”里家长和教师的关系是星状的



最有效的是“通知”功能



      发出通知，家长不能刷屏回复，只
能点赞或好或疑惑；老师能看到有多少
人看过了



半小时不看，发送免费短信提醒家长；
还是不看，直接打电话读给家长听



可以很方便地做问卷调查



随时发起讨论，教师可以选择让家长互
相看到讨论情况，或者只能和教师对话



还可以用这个功能布置语音作业



和家长私聊或建临时讨论组



还可以：

设置教师工作时间

自动生成家长通讯录

记录学生成长，形成素质报告

……



晓黑板服务的升级
家校合作→教师发展 

   1，成立了专家团队。平台上有国内知名的
班主任的大量免费资源

   2，注册用户可获得鲜花、班主任专业书籍
等奖品

   3，教师可参与有奖案例征集评选活动
   4，教师可以自由投稿，择优推荐发表
   5，班主任工作疑难问题可获得专家的解答
   6，有专职的助手随时提供帮助



教师注册邀请码：999666
教师、家长完全免费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