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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A 老师：女，从事中职教育 10 年，担任过 6 年的班主任，

在担任班主任期间，所带班级经常被评为“优秀班集体”，班
主任工作能力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但后来个人提出种
种理由，婉拒了校领导让其继续担任班主任工作的安排。

B 老师：男，从事中职教育四年多，在他的课堂上，常常出
现学生憨鸣或吵闹现象，认真听课的同学寥寥无几，但其对此
种现象往往视而不见，照常把“课”进行下去。在工作第四年，
校方安排其担任某班的班主任工作，所带班级班风、学风每况
愈下，学生违纪成了“家常便饭”，几乎每个任课老师都是硬
着头皮走进其班级上课。此种情形下，在担任了一个学期的班
主任工作后，校领导不得不调整了对其班主任工作的安排。

C 老师：女，从事职业教育 6 年，在工作的第四年，考虑到
很快要评职称了，他于是向校领导申请担任班主任工作。在担
任班主任工作的三年中，所带班级常规工作较好，能胜任班主
任工作，但其觉得所做的班主任工作与得到班主任津贴远远不
成比例，常常叫苦连天。在其职称评审通过后，虽然校领导再
次安排其担任班主任工作，但其还是找尽理由，拒绝担任班主
任工作。

二、剖析现象
在我们中职教师队伍中，以上三种老师虽不是很普遍，但

却是真真实实地存在着！剖析这些现象，我们可以把他们归纳
为三类情况：

A 老师：不愿做 ------ 态度问题
从 A 老师担任班主任工作的实绩来看，她具备了担任班主

任工作的能力和素养要求，是一个优秀的“班主任”，但她却
不愿继续担任班主任工作，不妨假想一下，可能存在以下一些
原因：1. 班主任工作太辛苦，中职生生源越来越差的不争事实，
让很多中职班主任感到身心疲惫；2. 跟某些家长沟通有困难，
尽管心存美好愿望，一心为了学生，但有时所做的工作得不到
家长的理解，做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心中觉着很委屈；3. 家
庭或身体原因让其感觉精力不够，作为一名女性老师，在家庭
中有时承担着较重的家务劳动和抚育孩子的重任；4. 或许是对
学校的某些做法存有一些情绪，而不能及时排解，故而表现出
工作消极性；等等。

B 老师：不会做 ------ 能力问题
B 老师的情况，不仅仅是班主任的能力问题，而是欠缺作为

一名普通教师的业务能力问题！试想，一个连课堂纪律都管不
好的老师，怎么能建设好一个班集体呢？说实话，我们很多中
职生，并不是心甘情愿地选择职校就读，有的是因为进不了普
通高中，自己不愿或家长不允许其踏入工作岗位，只能选择中
等职业学校就读，有些甚至一开始就抱着“混”几年的态度。
所以，我们中职老师，要上好一节课，首要任务往往不是传授
哪些知识，而是要解决怎样才能维持好的课堂纪律。像 B 老师
这样的中职老师，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中职班主任，必须首先
站稳讲台，只有成为一名“专业”老师，才能成为一名“专业”

的班主任！
C 老师：不宜做 ------ 素质问题（功利性过强）
像 C 老师这样的老师，应该说不在少数！中职班主任相对

普高班主任来说，没有了升学压力，但操的心可不少，他们承
担着“育人”重任：学生学习基础薄弱且参差不齐、纪律性较
差（常有学生违纪违规）、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不高，面对这样
的生源状况，要管理好一个班级，确实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相
比所付出的精力，很多学校的班主任报酬是较少的。所以，我
们看到的是，有些老师不到评职称，是不愿担任班主任工作的！

三、思考：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专业”的中职班主任
针对以上班主任工作的“三不”现象，我想要成为一名“专

业”的中职班主任，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注意（仅谈谈班主任
技能方面）：

1. 学会接受

不可否认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通高校扩招，使得中
职生源越来越差，工作至今，我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深切地
感受到中职生生源的下降之厉害：比如，我今年刚带的一个新
班级，全班总人数 52 人，入学总分平均分不满 350 分（试卷卷
面总分 750），这其中还包括体育成绩在内。作为中职老师，既
然工作在职教战线上，就得首先接受这种现实，而不是整天怨
声载道：遇到学生成绩不好，就说他们怎么怎么笨（有时甚至
当着学生的面）；遇到学生违纪违规，就说他们素质怎么怎么差；
这种抱怨无利于对学生的教育，长期下来，容易造成学生和老
师之间产生对立情绪！

2. 学会区别

教师不必是工程师，因为工程师的工作对象是无生命的、
固定的物体。学校中没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学生，对不同的学
生要区别对待——量体裁衣。教育学生时，要考虑学生的性格
因素，不能采取“千篇一律”的方法，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
不能一层不变一样，中职班主任应根据学生特点，适时调整班
级管理策略，在处理学生问题时，有时得“因人而异”！在班
主任工作中，我对这方面的体会比较深。

我班有一位朱姓同学，据他父亲讲，从上小学起，老师就
一直向他“告状”，称他的儿子自觉性较差，特别多动。果真如此，
这位同学进入这个班级后，他身上存在的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
了，有一次周五放学时，他来跟我借回家的车费 , 我问他需要多
少钱？他回答我说“7 元”，我就借给他“10 元”，到晚上 8 点
多钟，他的母亲打电话来，说他的儿子还没有回家，后来经调
查才知道，原来他跟我撒了谎，他拿了那 10 元钱去网吧玩了一
夜的游戏，到第二天上午 8 点多才回到家。这位同学每次犯错
后认错态度都非常好，但反复性较重，所以，对这样的学生进
行教育时不能只打一针“强心针”，哪怕他没有犯错误，也要
经常找他谈话，我要求他将每天的表现写成“日记”，并于放
晚学前上交给老师，虽然不能杜绝再犯错误，但效果还是明显的。
我班还有一邹姓同学，叛逆心理很强，常常认识不到自身所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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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非常固执），在初中时就这样，父母拿他更是没有办法。
把握邹同学的这种性格特征后，每当他犯错后，我都是先给他
一些时间想想自身的“问题”，然后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与他谈心，每次效果较好！现在这位邹同学较刚开始入学时，
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3. 学会观察

中职班主任要具备敏锐观察的能力，能及时发现学生中存
在的一些问题，并加以及时解决。本学期开学初，班内收取每
人 10 元班费，我已把这个收费通知用短信发给了所有学生的家
长。可是有一谭同学，在周一交费用时，声称他忘了带来；同
时有班干反映，谭同学周日晚自修迟到，而且还是打的到校的
呢，另外，他还向别的同学借钱。我把这两个信息联系起来，
发现很不正常：忘带班费、迟到、打车、借钱，于是我把谭同
学找来询问事情缘由，开始他还百般狡辩，一次又一次地说谎，
但每次谎言都被我戳穿，最终他不得交待实情：父母给了他要
交的班费，被他周日上午去网吧里玩花掉了 30 元（请了他所谓
的朋友一起打游戏），然后又去市里逛街，买了东西花了一些钱，
而且逛街时间较长，导致了迟到。在了解了实情后，我及时对
谭同学进行了批评教育，避免了问题的进一步发展！

4. 学会沟通——家校联系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最完备的社会教育就是学校——家庭
教育。增加与家长沟通的机会，在教育学生时能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我们中职生，学习任务较轻，他们有较多的精力去做他们
想做的事情，由于他们阅历浅，有时不经意间就可能犯下错误，

这点需要家长和老师共同做好把关工作。当有些同学犯了错误，
老师跟家长沟通时，我们常听到有些家长说：我们孩子在初中
很好的，我们孩子在家里从来不做这些坏事的，等等。听到这
些话，我们有些中职班主任往往心里就会有些想法：难道是老
师把你孩子教坏？要说不好，那也是你孩子的自身“免疫力”
不高，被别的同学带坏了！这个现象，就存在着家校之间缺乏
沟通的原因，家长说的没错，老师的“想法”也很正常！现在，
很多学校都开通了“家长网校”，班主任和家长联系更方便了，
为了更好地教育好每一位学生，中职班主任需要切实做好“家
校联系”工作！

5. 学会评价

对中职生的评价，必须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中
职生毕业后，大多数直接参加工作，要成为一名 “合格”的社
会公民，在学校里必须首先是一名“合格”的中职生！我常常
对我的学生说，要求他们首先学会“做人”，其次是“学习”。
在学期评定中，我会对学生多方面的情况作综合测评，而不是
局限在某几个方面。

6. 学会反思

反思才能知得失，中职班主任在平常的班级工作中，应注
意积累资料，进行案例分析、反思，做一名行动研究者，在反
思中成长！

班主任的专业化，是未来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中职
班主任工作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巧，这需要我们多阅读书
籍，在工作实践中总结经验，从而使自身成长名副其实地“专
业化”的中职班主任！

于建立融洽关系，提高教学满意度。但就目前的情况看，师生
交流尤其是学生与兼职教师的交流基本局限于课堂的 45 分钟，
课下学生时常不能找到老师，老师寻找学生也存在难度，师生
交流的时间十分有限。

第五，学生学习主动性不足。在对教师的调查中发现，现
在的学生大多是 95 后，他们思维活跃，自我意识强烈，有一定
的创新精神，但大多数学生学习意识淡薄，欠缺学习自觉性和
良好的学习习惯。有些学生，好不容易从高考奋战阶段的高压
学习中解脱，进入大学后仿佛进入一个自由天地，丧失了对于
学习的热情。尤其是部分专科学生，对学习毫无兴趣点，走进
课堂之后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完全无法集中精力听课。教师
在这种状态下也只能恨铁不成钢，无法带动学生的积极性，因
此双方形成一种不良循环，致使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都不理想。

5. 结论与启示
第一，引导和鼓励教师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目前，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以 mooc 为代表的视频网络课程风靡
全球，学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和涉猎各类知识。因此，如
何将学生吸引到课堂，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显得尤为重要，这
就为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教师需要对学生传
授专业知识，解答学生疑惑；另一方面，教师还需要深入挖掘
传授知识的方式方法，采取让学生喜闻乐见、灵活多样的教学
方式。在教学方法的革新上，通过示范课、公开课、教研会、
沙龙、集体大备课等形式，以老带新传帮带，对教师进行教学
指导。比如除讲授法外，还可以采用实验法、讨论法、任务驱
动法、练习法、分组合作法、案例教学法、问答法、角色扮演法、
问题引导教学、课程项目化、翻转课堂教学等方法提高学生的
课堂参与度。

第二，挖掘优秀行业人士，以讲座、座谈、沙龙、项目课
程化等形式参与到学生的课程中，将行业经验与专业知识有效
结合。通过校企合作提供专职教师更多行业挂岗的机会。同时，
引入市场项目，由教师指导，学生参与，课堂分享。

第三，在教风促学风建设上，教学单位与学工单位密切配合，
双管齐下。从 95 后学生的特点出发，因材施教，探索适合新生
代学生的管理方法。在教学中，不仅将学生带到课堂，还要将
他们吸引过来，沉下心来投入课程学习。

第四，创建良好的师生交流平台。教学管理部门要努力为
师生创建沟通平台，通过座谈、沙龙、兴趣角、论坛、信箱等
形式丰富课下的师生交流度，倡导良好的师生关系。

第五，倡导寓教于乐的习惯养成教育。针对 95 后的学生，
应当积极引导他们投身学习的热情，提高服务养成意识，教师
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形
成一种潜移默化的行为习惯，寓教于乐，寓学于乐。在习惯中
学习，在学习中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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