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成长性需要”提升班级教育活动品质
◆李伟胜

［摘 要］ 关注学生的自主成长，离不开对学生三种发展需要———缺失性需要、维持性需要、成长性需

要的辨析。缺失性需要是一种低层次需要，是由低于正常标准的发展状态而引起的弥补缺陷、消除麻

烦、甚至“痛改前非”的需要；维持性需要是学生维持常态生活的需要；成长性需要是超越常态标准

的更高境界的追求，是一种发展需要。因此，运用教育智慧关注并敞开成长性需要，将其与开展高品

质教育活动的过程融合起来，应该成为班级建设乃至学校各种教育活动持续改进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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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的使命是 促 进 学 生 发 展 ， 而 学

生的发展归根结底又是一个自主成长的过程。
因此，有效的教育活动应该关注学生的真实

发展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发展需求要形成清

晰的认识。笔者拟结合班级管理中的主题教

育活动来探索提升教育活动 （包括学科教学）

品质的问题。

一、从相似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看学生的

三种发展需要

（一） 针对相似发展问题的三种处理方式

如果一名学生与父母的沟通，导致学生发

展出现问题，如产生心理困惑、情绪不稳定、
成绩下降、离家出走等，教师该怎么办？从班

主任组织开展的主题活动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

处理方式。
第一种处理方式旨在改正缺点、恢复常态。

它要求学生理解并服从家长，通过学生改正“缺

点”来恢复亲子关系的正常状态。为此，教师站

在学生家长的立场，要求学生审视自己不理解父

母、自己行为表现不良的情形，形成“批评与自

我批评”的导向。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有

的教师还会采用播放视频、表演小品、朗读诗文

等多样化的形式，增强活动的感染力，以便让学

生更“服帖”地克服自己的不良行为和心态，解

决冲突并防止引发新的矛盾。

第二种处理方式旨在培养自觉性、维持常

态。它是以体验亲情、唤起爱心为基础，让学生

辨析类似困惑或事例的不同选择或处理方式，从

中学习到解决问题的更为妥善的处理方式，如通

过有技巧的沟通化解冲突以启发学生在与父母交

流中学会主动沟通。与第一种处理方式相比，这

种方式显然更有利于让学生主动保持正常的亲情

关系。
第三种处理方式旨在激发活力、超越常态。

这种方式不仅致力于促进亲子双向沟通，更强

调让学生在沟通过程中主动承担“成长的责

任”，享受“成长的快乐”，创造属于自己的

“成长的尊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主动承担

自己情感发展的责任，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关爱；

鼓励自己成长为“让自己更成熟，让父母更自

豪”的人。
（二） 三种处理方式对应三种发展需要

这三种处理方式实际上属于三种不同境界的

教育活动，体现了班主任的学生观。在第一种处

理方式中，教师关注的是学生的缺失性需要。这

是由低于正常标准的发展状态而引起的弥补缺

陷、消除麻烦、甚至“痛改前非”的需要，如改

变肆意贪玩且不完成作业的情形、纠正违反纪律

的现象等。维持性需要是第二种处理方式中教师

的关注点。这是学生按照正常标准处理与父母沟

通和学业问题、维护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需要，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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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维持常态的需要。第三种处理方式中，教师关

注的是学生的成长性需要。这是超越正常标准的

更高境界的追求，如在学习动力充足、学习效果良

好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学习方法、主动挑战自我和

提高合作成效等，属于追求更高尚精神生活的发

展需要。
只看到学生“缺失性需要”的教师，往往

把学生看作“不够好的人”，甚至是“必须加强

引导的、有毛病的人”，教育的使命就在于拯救

他们的灵魂，纠正他们的毛病，防止他们捣乱

或陷入困境。相比之下，更值得提倡的应该是

对学生“成长性需要”的关注，将学生看作是

“好人”或“正在进步之中的好人”，让教育承

担起敞开学生心中的阳光、放飞学生高尚理想

的使命。

二、由“成长性需要”敞开生命成长的希

望空间

当前学校教育、尤其是班级教育若要取得更

大的成就，必须对学生的“成长性需要”敞开希

望的空间，以此为基础开展高品质的教育活动。
从教育学的专业视角 （而不仅仅是心理学、社会

学的视角） 理解学生的发展需要，教师要做到如

下三点。
（一） 用智慧之“眼”透视学生相似表现中的三

种发展需要

这三种需要的区分是相对的，彼此之间并

没有绝对的界限，甚至有可能还交融在一起。
因此，在面对学生的相似表现时，究竟能从中

看出什么性质的发展需要，就考验教师的专业

智慧———尤其是对教育真谛的把握，其实质是

对教育学立场的自觉理解和坚守。如同样面对

“亲子之间需要沟通”的发展问题，上文所说的

三种处理方式分别关注的是“不让父母伤心”
的缺失性需要、“让父母放心”的维持性需要

和“让父母开心”的成长性需要。对于班级中

某个学生的某一具体发展阶段来说，也许这三

种需要同时存在；但是在教育活动中，究竟重

点着眼于哪种需要，教师还需用专业智慧来辨

析、选择。
（二） 用专业之“脑”辨清三种发展需要之间的

联系

三种需要之间有相互转化的可能。如果处理

得当，发展需要可以不断提升、拓展；反之，有

可能忽视或压抑高层次需要，使学生的发展难以

达到应有的高度。在心理学研究中，马斯洛在区

分出五层需要时认为：人只有低层次需要满足后

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并且一旦形成高层次

需要则低层次需要失去激励作用。 [1]17- 39 但也有

研究表明某种需要在满足后可能会得到强化而

不是消减，因为主体不一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

要；如果高层次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甚或遭

遇挫折，人的需要水平可能会退化到更低层

次。 [2]在教育场景中，这类情形更为复杂，不

仅涉及个人的需要，还涉及到个人在群体交

往中、群体在成员互动中生成更多元的因素、
更复杂的变化轨迹。
（三） 用专业之“心”体悟学生的内在需要

无论是参照心理学的概念或量表还是采用其

他专业机构提供的问卷或访谈提纲，其都无法替

代教师对学生内在需要的体悟。为此，教师必须

超越常见的套路化评价和套路化对策等工作方

式，即采用外在的、僵化的、“由对立的两极词

语构成”的品性评价标准，并据此判断学生问

题、设想对策。[3]170- 171 成长性需要主要是学生在

成长中自内而外生成的价值体验和高境界的自我

意识或愿望，如更开心、更能干、更自豪……而

能够生成这些需要的成长体验源于学生与外界的

互动过程，特别是与学生关系密切的人的日常交

往。因此，教师应站在学生的立场体会学生成长

的心路历程和交往关系，运用有智慧的思维方式

来辨析学生真实具体的发展情形，在关注前两层

需要的同时，着力敞开学生内心的生命热情，开

发学生的生命潜能。

三、以“成长性需要”引领高品质教育活动

理解学生的成长性需要只是基础，更为重要

的是开展高水平的教育活动来满足学生的成长性

需要。
（一） 透过学生的真实成长体验来敞开“成长性

需要”
成长性需要源自学生在日常活动中的成长

体验，因此，教师一方面要致力于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促进学生的真实成长，而不仅仅是参

照外部标准；另一方面也要在计划活动之外用

心关注学生的生活内容，包括亲子交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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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不是按照预定教条“发现”学生的发展状

况，而是创造民主交往的机会以“敞开”学生

的真实生活。在此基础上，学生真实的成长体

验就会源源不断地生发，“成长需要”就会水

到渠成地显现出来。此时，师生就可以顺势而

为地澄清并感悟这种需要。
例如，关注“亲子沟通”问题并敞开相关

的成长性需要，得益于以下三方面的努力。一

是学生进入初二后出现了与父母沟通有障碍的

情况，且有上升势头；班主任亲自参与解决一

些具体的冲突，生成了一些成功事例。二是在

组织学生自主开展“十四岁生日仪式”“父母

是你特别的朋友”等主题活动时，学生已经敞

开了许多想法。三是通过以小组为单位的调查，

了解学生和父母出现争执和分歧的具体情形，

并通过周记表达学生的看法。这些持续而深入

地了解学生成长需要的体验，让教师感受到学

生的自我意识正在形成但尚未成熟，渴望获得

独立自主的地位但缺乏赢得独立自主的策略；

如果善加培养，他们的心智会更成熟，这不仅

有利于解决亲子沟通问题，而且有助于实现更

为主动的自我发展。
（二） 以“成长性需要”为参照辨析发展目标，

提炼活动主题

学生有了良好的发展愿望，并不等于这些愿

望都能马上得到实现；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学生自

身的能力水平还有待提升。已有研究表明，“老

师的引导为发展潜能的现实性转换鸣锣开道，让

学生在广泛有效的参与中感受成功，这样，模糊

的意向会变成明确具体的发展目标” [3]178- 179。也

就是说，在敞开新的成长性需要之后，教师需要

用专业智慧来帮助学生 （但不是替代学生） 辨清

相关信息，澄清发展目标，选择活动主题和活动

目标。
在上例中，参照已经显现出的成长性需要，

通过班主任的进一步研究及与学生的多次商议，

这个班级新的发展目标就清晰了：让学生感悟自

我发展过程中应该主动而有智慧地承担的成长责

任。与之相应，班会主题是“主动沟通”，具体

活动目标是主动探索充满青春智慧的双赢策略，

实现愉快而有尊严的亲子沟通。[4- 5]显然，这些发

展目标、活动主题和活动目标，不仅让已有的成

长性需要得到清晰的梳理和表述，而且也敞开了

更高境界的成长空间。
（三） 为满足和生成“成长性需要”而开展自主

活动

在上述活动的基础上，让学生开展具体的自

主活动，获得更丰富、更深刻、更真切、更有尊

严的成长体验，并激发、生成新的成长性需要，

这是高品质教育活动的关键标志。在这样的活动

中，具有成长性需要的学生最有可能进入一种新

的发展状态：“满足 （成长性需要） 增强了而不

是减弱了他们的成长愿望。成长本身就是奖赏和

奖励的过程。” [1]26 例如，围绕主题开展的自主活

动可以构成系列，包括前期的周记撰写、问卷调

查、小组策划和准备、现场举行的班会、后期的

总结和分享。
在主动开展活动、开发日常交往中的教育

资源时，成长性需要的敞开过程和日常化教育

活动的推进过程往往是相互启发、相互支撑

的；它们之间不存在一个决定另一个的简单因

果关系。其中，通过有计划、有结构的高品质

活动，成长性需要中的模糊意向可以变成明确

具体的发展目标、活动目标；同时，更多的主

动活动又可以激发、生成新的自我提升的意

向。在这种相互促进中，彰显学生“成长性需

要”的成长体验就构成了高品质教育活动的关

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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