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 莺

为刚入学的孩子“挑选”一个好

的班主任，这是不少家长开学前面临

的头等大事。一些人甚至不惜大费

周章，通过各种途径打听班主任和搭

班教师的情况，动用各种关系给校长

“打招呼”“递条子”。家长择班择师

的行为，着实让不少校长感到头痛，

处理不好甚至成为迎新过程中的“老

大难”问题。

金华红湖路小学今年开始对一

年级新生尝试推行“阳光分班”的做

法。暑假，学校先将4个班的学生通

过随机抽签的方式分定，而4个班的

班主任与搭班教师，却由家长在开学

前通过现场砸金蛋的方式选出。

因为要拼手气“砸”出班主任，8

月29日晚上举行的这次特殊的新生

家长会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在现场，

包括校长罗良庆在内的4位校级领导

随机抽选出4名前期已经分好班级的

家长代表，由家长代表抽取砸金蛋的

顺序。接下来，每名家长代表选定一

个金蛋，当家长手起锤落，各班的班主

任与搭班教师也就“破壳而出”。一

锤定音后，一年级的班主任、搭班教

师上台与家长们见面，并作自我介绍。

“4个班主任和搭班教师尘埃落

定的那个时刻，全场喝彩，在众人信

任的目光中，教师们一个个走上前

台，那场面还是挺感人的。”一位家长

事后回忆说，学校推出如此举措，一

是对一年级师资总体水平有足够的

底气，二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家长，学

校对公平透明选班的决心。

因对择班择师风不堪其扰，罗良

庆其实早就萌生了“阳光分班”的念

头，他告诉记者：“长期以来的择班择

师现象，给学校人事调配增加了不少

压力，更糟糕的是因为家长不理性的

选择，人为将教师分成三六九等，严

重影响了同事间的融洽关系和学校

的办学生态。”罗良庆坦言，不被“待

见”的教师往往是新教师，因为家长

的冷遇给他们刚启航的教师生涯带

来了一个不好的开端，而被家长热选

的老教师也并没有因此有多少获得

感。其实，教师之间的专业水平和管

理能力都是相对均衡的，学校在搭配

新生班班主任与搭班教师时，也花了

不少心思，大致按照新老搭档的原

则，力求做到科学合理。“通过这样的

方式，我们也是希望赢得家长对学校

所有教师的信任。”罗良庆说。

该校去年一位资深教师因为管

理风格较严受到家长热捧，她坦率地

向校长表达了对择班的厌恶，在给校

长的微信中，她说：“我自己其实就是

择班的受害者，很多家长千方百计把

孩子放到我班上，期待我来‘拯救’他

们的孩子，于是我这个班里集结了

各种顽劣的孩子，班级管理起来困

难重重。真的很不希望所有的老师

都如此被定义、被选择，这样抽签砸

蛋选班的方式，对学生来说是公平公

正，对老师来说，何尝不是上天最好

的安排。”

记者随后采访了杭城多个知名

班主任，他们中，有的是因为对学生

较有耐心，有的是因为教学方法独

特，也有的是因为管理风格较严，而

成为家长选择的“爆款”。因为与这

个红湖路小学热门班主任相似的遭

遇，他们无一例外表现出对被选择的

反感。“这和盲目择校是一样的，对于

孩子来说，只有适合的学校和教师，

没有所谓最好的学校和教师。在孩

子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培养上，如果家

庭教育缺席，单单指望班主任一方，

效果并不理想。必须倡导我们的孩

子由我们共同来教育的理念，家长不

能做‘甩手掌柜’，以为给孩子挑个好

的班主任就万事大吉。”全国知名班

主任、教育部班主任“国培计划”专家

库成员、杭州天杭教育集团教师郑英

分析说，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培养孩子的关注点偏离了，这

是导致择班择师风愈演愈烈的主要

原因。红湖路小学的做法其实是用

一种比较强烈的仪式感，给社会和家

长一个信号——“阳光分班”是教师

和学生的共同选择和需求。

据了解，除了红湖路小学以外，

为了扭转择班择师风，我省其他一

些学校结合生源实际也有不少举

措，比如省艺术特色学校——杭州

市娃哈哈小学推行学生按特长来分

班的做法，将新生分成国画班、书法

班、钢琴班等不同的艺术特长班；武

义县壶山小学采取的是开放办学的

方法，让家长参与到学校办学的每

一个环节中，增进家长对学校各位

教师的了解，分班时自由择班择师；

大部分学校则采取班主任随机抽签

分班的做法。

为引导家长理性对待分班，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学校增加办学的透明

度，打造家校合作共育的良好氛围。

罗良庆表示，红湖路小学之所以有此

举动，也是基于多年来学校致力于家

校沟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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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本报讯（通讯员 骆炳浩 袁朝阳）“哇，真漂亮！”“太

有创意啦！”开学第一天，在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校

园里，一面用红辣椒、玉米、大蒜巧妙拼成的“五星红旗”，

让前来报到的学生惊喜不已、争相留影。

这是一场接地气的开学礼——校门口，笛声悠悠，龙

灯腾挪跌宕，身着五彩果蔬服装的礼仪队员笑迎小伙伴；

小广场上，晒匾里贴着“晒秋”两字，由省中小学“兰亭杯”

书法大赛一等奖获得者、五年级学生张陆凯书写；一年级

新生的录取名单被镶嵌在直径达1.2米的晒匾中；黄澄澄

的玉米棒，在红地毯两旁一字排开；草坪上、竹竿上，晾晒

着师生们亲手种出来的花生、南瓜圈、芝麻秸，一串串辣椒

映红了孩子们的笑脸；大操场上，六年级的学生们把刚刚

从学校“开心农场”采摘来的向日葵花盘送给学弟学妹，并

致以新学年美好的祝福。

“‘晒秋’是传统民俗。我校的‘晒秋’就是师生齐动手，

挂起秋的丰收，亮出秋的颜色。我们把此作为开学第一课，

就是让孩子们开开心心来上学，对大自然怀有敬畏之心，祝

愿孩子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硕果累累。”校长章振乐说。

本报讯（记者 叶青云
通讯员 俞爱中）新学期报到

第一天，桐乡市洲泉实验小学

近130名一年级新生，从高年

级的学生手中收到了学生生

涯的第一份礼物——好习惯

储蓄卡。

好习惯储蓄卡是该校贯

穿六年的德育评价载体之

一。每人一份，采用彩色设

计，配上精美的图案。学校制

定了“十大好习惯培养工程”，

从学习、安全、阅读、礼貌、饮

食、节约等不同方面细化成60

条好习惯，每个年级、每个月

的养成主题都有所不同。本

学期一共给新生安排了4个好

习惯的养成任务，分别是9月

的学习好习惯、10月的阅读好

习惯、11 月的安全好习惯和

12月的卫生好习惯。

学校在设计时把每一条

好习惯都细化为10条学生简

明易懂、便于操作的行为要

求，月初向家长、教师、学生进

行宣传，明确努力目标，月末

在少先队课上统一安排班内

评价，对 10条行为要求逐一

进行评定，通过的学生得到一

个“赞”，最后统计每个学生本

月获得的点赞数量，交由学生

家长签名知晓，同时将好习惯

养成情况在班内进行展示。

□本报通讯员 徐 叶 薛丛川

开学前夕，宁波市评出“十佳百

优”班主任。宁波市鄞州区华泰小

学的徐柳亚入选。在很多人眼里，

班主任是个又累又不讨好的工作，

可徐柳亚却甘之如怡，23年如一日

一直担任班主任，经验日益丰富，被

同事们亲切地称为年轻的“老班”。

主动“折腾”，把问题解决在萌

芽状态，是徐柳亚的管理秘诀之

一。她说自己工作时爱“巧干”：需

要在一年级阶段紧抓学生习惯的养

成，建立起良性的家校互动，并且主

动“找麻烦”。规矩有了，“模子”有

了，班主任就能越当越轻松。

徐柳亚还记得，4年前，自己所

带的班级举行新生家长会，结果几

乎都是妈妈来参加。“父亲不应该在

家庭教育中缺位。”徐柳亚觉得不

对，“折腾”劲儿就上来了，“以后的

家长会一律请爸爸参加”。本以为

爸爸们会推脱，但最终需要反复沟

通的也就是个别。就算到了现在，

徐柳亚班的家长会依然是学校里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男性家长出席率

高达85%。

周三无作业日的社会调查、众

筹赞美式家访等，是近年来她新“折

腾”出来的方式。徐柳亚有个观念，

认为学生的成长必须接地气。学习

成绩自然是重要的，但也不能脱离

社会。小学阶段，她给每个学生布

置了一个任务：6年里要结识300户

邻居，完成30项公益活动，比如在周

三无作业日，可以和邻居分享一道

美食。

听到这个数据，闪过笔者脑海

的是无数未知的麻烦，比如安全如

何确保，孩子不愿与陌生人接触怎

么办？事实上，徐柳亚已坚持数年，

很多问题她都事先作了妥善安排。

通过小小调查员的调查，徐柳

亚巧妙地“借力”孩子，帮父母戒掉

了沉迷手机的习惯。而为了帮孩子

养成独立自主的好习惯，她甚至连

临时短住在宁波的外公外婆也“不

放过”，上门专访，结成“同盟”。

徐柳亚说，班主任是份“读人”

的事业。读学生、读家长，也读教

师。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的教

师，是教不好孩子的。

读学生是她坚持的核心，以此

引领着孩子们修身养性。每天，她

都开心地和孩子们一起运动，跳绳

500个，坚持跑步 5圈，碰到下雨天

还会教孩子们做瑜伽。在快乐的相

处中，她努力去读懂每一个孩子，帮

助他们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读家长是她工作的后盾。“其

实，我教的不是一个个孩子，而是一

个个家庭，多庞大的队伍。”徐柳亚

笑着说，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环境的

“小镜子”，和家长沟通到位，才能让

目标一致的家和校，成为孩子成长

的助力。

读教师是她赞赏的格局。她认

为，班主任的眼光必须放到更大范

围，去关注班里的任课教师，去关注

同年级甚至全校的教师，有助于取

长补短、共同进步。在华泰小学，徐

柳亚这位名班主任设有育心导师工

作室。工作室里有 10 名年轻班主

任，每个月徐柳亚都会不定期开展

案例研讨会，和大家分享诸如“新学

期，如何给学生排座位”等管理心得

和经验。她表示，年轻教师虽然经

验不足，但创意想法多，自己也学到

了很多。

这些年，徐柳亚获得过“国家级

优秀辅导员”“宁波市班主任基本功

比赛第一名”“区优秀班主任”等多项

荣誉称号。她还多次作讲座，听过她

讲座的学员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陆青春

现在的孩子在智能手

机、电脑的包围中成长，熟

知二次元文化，听欧美流

行歌曲，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了解却寥寥。有的孩子

甚至受网络游戏影响，对

历史认知产生偏差，闹出

了“荆轲是女的，李白是刺

客”的笑话。中华传统文

化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缺

位，不仅是个人发展的损

失，更揭示了民族文化面

临“断层”的窘境。

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传

统文化中的思想或观点，

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岁月

洗礼，仍然散发出智慧的

光芒，大多还成为为人处

世的座右铭。因此，对于

今天的孩子来说，让他们

多接触一些传统文化，接

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必然会对他们的健康成长

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下，让传统文化以

何种方式和形式进入校园

是值得教育人思考的问

题。我以为可以从以下三

方面着手。

一是取其精华，选择

好“学什么”。让学生学习

传统文化，最直观的是从

优秀传统文化中感悟先人

的思想，挖掘时代价值。我们要坚持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用历史的、发展的

眼光看待传统文化，用扬弃的态度对待传

统文化。将符合时代潮流和核心价值观的

传统文化内容作为教育重点，确保进校园

的文化内容健康、优秀和适用。除了古文

经典外，也要将传统戏曲戏剧、非遗文化、

民俗风情、书法、国画、民乐、中医药、武术

等内容，融入教学之中，更要着力培养学生

对春节、清明、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及习

俗、礼仪的兴趣爱好，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

立体化的认识和感知度。

二是科学设计，把握好“如何教”。对

传统文化的学习或教育，应采取春风化雨、

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传统文化的精髓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使之真正成为扎根在学生

灵魂深处，并牵引学生成长、成熟、成功的

正能量。学校应充分开展艺术演出、展览

展示、讲座演示等活动，充分利用好文化场

馆、非遗传承基地、红色旅游基地、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等各类文化场所，对传统文化

进行360度全景展示，满足孩子们个性化、

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三是学以致用，实现好“贵在用”。学

习的目的在于应用，所谓“学而不用则

废”。传统文化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

优秀传统文化沉淀为道德的养分和价值的

因子，从而引导学生成为有道德、知文明、

重操守、敢担当的合格公民。因此，优秀传

统文化真正被吸收，是要融入孩子的头脑

里，体现在孩子的行动中。除了通过学习

教育，让学生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还要

引导和督促学生让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成

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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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显公平透明，家长砸金蛋“选”班主任
金华一小学推行“阳光分班”的做法引发热议

视点第

徐柳亚：“老班”的爱与智慧

潭北小学安全教育入漫画

开学伊始，德清县雷甸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和300多
位社区居民一起开展了“人生起笔学礼仪”活动。身着汉
服的40多名孩子从正衣冠、点朱砂开始，通过拜师行礼、
默念明智、启蒙识字等环节，激励家长和孩子们共同传承
良好家风。 （本报通讯员 姚海翔 吕 强 摄）

新教师岗前安全培训新教师岗前安全培训

江山市城南小学保卫处负责人在开
学初给20多位新进校教师细致地进行
了安全培训，详细解读了学校的“校园安
全首遇责任制”以及学校安全事故应急
处理流程，同时还进行了教职工岗前消
防测试，组织消防实战演练，提高教师抵
御、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

（本报通讯员 陈春琴 摄）

“晒秋”迎孩子
这个开学礼有创意

从开学第一天始储存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