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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班级文化是班级建设的灵魂，包括班级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与行为文化，

具有教育、凝聚、规范、激励、监督、导向等六大功能。 中职班主任，应在充分认识班级文化建设

问题及重要价值的基础上，围绕班级价值体系与精神文化，制定民主自治的班级管理条例，营

造温馨和谐的班级教室环境，搭建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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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物细无声———中职校班级文化建设浅探

笙钟兴富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古今中外教育家无不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 如果

说校园文化是学校教育中的“社会”的话，那么班

级文化就是学校教育的“家庭”。 班级文化是一门

潜在的课程，它有着无形的教育力量。 然而，在实

践中，受诸多因素影响，中职校班级文化建设尚存

在“重物质，轻精神”“重规范，淡文化”“重形式，弱

内涵”“重理论，乏落实”“重任务，少指导”等误区。

作为中职班主任，要高度重视班级文化建设，认清

班级文化的实质，探索建设班级文化的路径，从多

种方面创建班级文化，实现“润物无声”的教育。

一、班级文化及其体系解析

班级文化是班级在解决班级建设和发展问题

的过程中形成的， 被大家共同遵循和维护的生活

方式、道德规范、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审美导向

的总和；是对规范学生言行、锻炼学生意志、美化

学生心灵、陶冶学生情操、促进学生素质发展起着

导向、激励、熏陶、完善功能的特定物质环境与精

神氛围。 良好班级文化的形成是良好班风和学风

形成的前提。

班级文化并非一个独立的个体， 而是一个多

层次、多因素的系统。班级文化包含着“表层、中间

层、核心层、环绕层”的多层次体系。具体内容包括

班级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

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是班级文化的灵魂， 具有导

向和渗透作用；整洁、高雅、生动、形象的物质文

化，是学生净化心灵和激发热情的前提，它对学生

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力和感染力； 严格可行

的班级制度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保障，

具有规范和加强作用； 而行为文化则承载着前三

者文化的影响，以综合性的方式，动态地反映班级

教学作风、管理水平、精神面貌和群体意识。

二、班级文化的功能

（一）教育功能

图1 班级文化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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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文化可以播种一种观念，转变一种态度，

培育一种行为， 形成一种氛围， 从而收获一份成

长。 它潜移默化地对学生健康成长具有教育、引

导、调节和纠偏的作用。

（二）凝聚功能

班级文化能把班级成员的个人利益、 班级的

命运和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共同的心理意识、

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性会激发成员对班级目标、准

则的认同感，和作为班级成员的使命感、自豪感和

归属感，从而形成强烈的向心力、凝聚力和群体意

识。

（三）激励功能

激励是一种精神力量和状态。 班级文化所形

成的班级内部文化氛围和价值导向能够起到精神

激励的作用，并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调动与激发出来，把人们的潜在智慧诱发出来，使

学生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提高学生的自主管理

和自主经营能力。

（四）规范功能

班级文化、 班级精神为班级确立了正确的方

向，对那些不利于班级发展的异常行为，发挥着一

种“软约束”的作用，为班级提供“免疫”功能；同

时，增强班级成员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使学

生明确学习的意义和方法， 提高学生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五）监督功能

良好的班级形成以后，如果有学生的行为和

班级的文化不符，就会有人提醒他、告诫他，促使

他加强自我教育，这种善意的提醒就是一种融入

日常生活中的监督。

（六）导向功能

导向包括价值导向与行为导向。 班级价值观

与班级精神，能够为班级提供具有长远意义的、更

大范围的正确方向，为教育学生成人成材提供指导。

三、班级文化建设的实施策略

常言道：“观念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

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事实上，班级文化建

设，从本质上讲，就是通过“引导正确的思想观念，

产生积极向上的行为，成就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形成与‘身份’相符的规范，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

的过程。实施班级文化建设，可从四个方面的策略

入手。

（一）架构价值体系，形成班级精神文化

价值观是班级文化的核心。 它是关于价值的

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观点，是指导组织

行为的一系列基本准则和信条，起着行为取向、评

价原则、评价标准的作用；它是对如何完成使命、

达到愿景的行为准则的界定。

例如，笔者在执教班级中与学生共建以“一切

职业化”为核心价值的班级文化，以教学生“学会

做人、学会做事”为教育宗旨，以体现班级学生共

同价值观和人生观为要求，围绕环境、做人、做事

三方面，提炼出具有一定班级特色的“净、静、敬、

谨、精、竞”六字班训。 其价值体系的特征体现在：

拥有一个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具备完成任务所需

的专业技术知识的职业员工团队；拥有一套为达

到目标而设置的规范、有效的管理系统以及和谐

的工作氛围。

笔者相信“用精神播撒精神，以真情赢得真

情”， 在执教中与学生共同勾勒出班级建设的愿

景：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共同的荣辱、共同

的精神支柱、共同的心理依托，成员之间互助友

爱、互相帮助、谁也离不开谁———每一个人为集体

的挫折感到难过与忧虑， 集体为每一个人的成就

感到欣喜与自豪。

我结合专业与职业要求，引导班级学生，立足

“六字班训”，提炼出“真诚、团结、互助、乐学、自

信”十字班级精神和“学会服务，学会服从，成全他

人，成就自我”十六字口号，进而规划出“一个中心

（以学习为中心），两个基本点（纪律和卫生），三个

学会（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处事），四种能力

（自控能力、协作能力、学习能力、竞争能力），五种

品质（文明礼仪、真诚友善、责任担当、感恩励志、

永不言弃）”这一班级管理与建设的具体目标。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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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选择有积极意义的歌曲作为自己的班歌，

如王力宏的《因为有爱》、李宇春的《和你一样》、温

家宝作词的《向往星空》、张杰的《年轻的战场》等。

（二）制定民主自治的班级管理条例，形成班

级制度文化

民主自治的班级管理制度是班级文化建设的

根本保证。 在班级集体中，我们把那些以规章制

度、公约、条例、细则、纪律等为内容，班级全体成

员共同认可并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以及监督机

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形态称为班级制度文化。

规章制度最大功能在于维护众多成员的切身

利益，保证众多成员不受“非法”干预与影响。班级

制度文化的建设，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评定品格行

为的内在尺度，而且使每个学生时时都在一定的

准则规范下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言行，使之朝着符

合班级群体利益，符合教育培养目标的方向发展。

在具体的制定与实施中，首先需对班级管理

与目标作出明确的规划与讲解，引导每位学生围

绕管理与目标要求，拟定一份班规及相关细则，先

后由组长、班委常委汇总、讨论，制定出包括“总

则”“班级基本目标”“班级精神”“班规”与“班级管

理机构与职责”等五项内容在内，以体现班级特色

和管理与建设要求的《班级管理条例》，并及时制

定《班级管理量化条例》《班级操行评定实施细则》

及《班级学生星级评定实施细则》；同时，立足于班

务一日工作流程、干部巡查与班务小结、每周班委

例会 、操行及星级评定四方面 ，完善班级监督

评价体系；并围绕学校年度评优评先制度，建立

健全《班级评优评先制度》，从而为全面加强班

级常规管理、为达成班级阶段目标提供了制度保

障。

（三）营造温馨和谐的班级教室环境，形成班

级物质文化

班级物质文化建设是指教室环境建设，主要

是指教室的自然环境，包括教室墙壁的布置与规

划、标语口号的拟定、桌椅的摆放、环境卫生的打

扫与保持等等。 教室是学生学习、生活、交际的主

要场所，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育人的阵地，是

师生情感交流的家园。 优美的教室环境能给学生

增添生活与学习的乐趣，消除学习后的疲劳；更重

要的是，它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

学生的情操，激发学生热爱班级、热爱专业、热爱

学校的感情，促进学生奋发向上；同时还可以增强

班级的向心力、凝聚力。 因此，班级文化建设必须

抓好教室的环境布置。

让教室六面墙说话，必须做好教室的整体规

划与布局。 我依托于六字班训，围绕“班徽”设计、

励志名言与警句、黑板报与文化墙、书架、饮水机

与桌椅摆放及座位编排等方面，与学生一起规划

班级物质文化建设。

结合班级和专业的特点，以“六字班训”为依

托，以打造“和谐团结”“热情朝气”“自信创新”的

优秀团队为目标， 精心设计班级形象标志———班

图2 班级精神文化结构图

图3 班级监督评价体系

图4 教室环境中的班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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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挂于黑板上方。

结合中职生“学生”与“职员”双重身份的特点

与行业对从业人员要求，精心选择、撰写诸如“凡

事用心，不因简单而不为”“诚信———做人之根，踏

实———成事之本，学习———进取之源，技能———竞

岗之泉”“坚持就会超越平凡，用心定能成就伟大”

等励志条幅，悬挂于左侧墙壁三道窗户间的墙柱

上。

在学校德育统筹规划与要求下，结合班级主

题活动周要求，适时地以分小组、定任务的方式创

办好每一期黑板报。

以学习为中心，以营造“家”的温馨为目标，规

划设计 “我的馨苑”“团结和谐”“感恩奋进” 文化

墙；通过引导、协助的方式，与全班学生一起拟定

目标承诺书，进而规划自己的奋斗目标，并时时呈

现于墙壁上，以起到提醒、督促与告诫作用。 适时

开辟学习专栏，适时围绕专业特色与学习目标举

办学生作品秀，激发全班学生积极向上、你追我赶

的学习斗志。

（四）搭建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平台，形成班

级行为文化

班级行为文化的建设，就是班主任有目的、有

计划地指导和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健康的文化活

动。班级行为文化是班级文化中最活跃的因素，反

映了班级的精神面貌、教学作风和管理水平，是班

级精神和群体意识的动态反映。 多层次、多元化、

开放性的班级文化活动对于熏陶、培育学生各种

能力和习惯有明显的作用。

注重 “7S” ［整理 （Seiri）、整顿 （Seiton）、清扫

（Seiso）、清洁（Seike）、素养（Shitsuke）、安全（safe-

ty）和节约（speed/saving）］良好习惯的养成，明确

要求每一个学生应该做到“离座归位”“人过地洁”

“规范整洁”；以按时起床、按时出早操为要求，督

导学生加强身体锻炼的同时，锻炼学生的意志品

质；严格按校规班纪，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做到

文明用语、主动问好、热情待人，从课前门岗做起，

从每一次与师长见面做起、从与同学或朋友见面

做起；充分利用新生军训时机，注重军训动员工

作，引导、督促、强化学生的规则意识与守则行为。

按“3Q7S”内务管理要求，以“学习小组”为单

位，编排、轮换学生座位，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学

生随时有“师”可寻，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以“吾日三省”为要求，明确要求每一个学生

按“今天的任务”“完成评价”与“得失反思”三项

目，规范地完成《成长日志》，做到每日自查、每周

自省、学月小结、学期总结，以引导、培养学生的自

省习惯，促成学生稳健成长。 组织全员捐书，组建

班级图书角，倡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活动，并对

学生的读书情况进行适时统计与表扬，激励学生

勤学向上。

针对住校生的特点，结合班级实际，以育人为

目标，以活动为载体，规划、设计、组织“爱我中华”

“感恩励志”“安全法制伴我行”“牢记12.9历史，弘

扬爱国精神”“文明伴我行”“我爱家乡，放飞梦想”

“雷锋在身边”“播种良好习惯，收获精彩人生”“挑

战自我，智慧人生”“浓浓五月情、感恩母亲节”“责

任是事业成功的阶梯”“珍爱生命·永不言弃”“六

月话收获”等主题活动周、班团课及专题讲座活

动。

结合专业课程与专业技能要求，抓住“体育运

动月”“技艺月”“中职生文明风采大赛”“入团宣誓

与成人礼”等契机，积极引导、组织学生参与“手抄

报、POP设计、标志设计、动画设计、平面设计、征

文比赛、文体竞赛、文娱晚会等活动，让学生在活

动过程中展现自我、发现自我、成就自我，从而激

发学生的自信。

及时搭建师生及家校互动平台，第一时间搭

建班级博客及家长与学生微信群，以文字、视频、

图片等形式，通过通信、博客或书信方式，加强与

学生和家长的适时沟通与交流， 做到对问题的提

前预防、及时察觉、及时查处、及时通报，以教育引

导学生，并营造和谐的育人氛围。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成都

61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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