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人都害怕孤独和寂寞，希望自己
归属于某一个或多个群体，这样可以从中
得到温暖，获得帮助和爱。这是一种个体
本能的需要，这种需要称之为归属感。人
都需要归属感，学生也不例外。那什么是
学生的归属感呢？它是指学生经过一段时
期的生活和学习，在思想上、心理上、感情
上对班级产生了认同和投入，愿意承担作
为学校一员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及乐于参
与学校活动。

现在有的学生不愿意参加班级活动，
很少和老师同学交流；有的学生因为性格
内向，没有兴趣爱好以及特长，在班级中存
在感不强；还有一些学生对班集体淡漠，经
常游离于集体，甚至言行对班集体造成不
良影响等。这些都是学生集体观念淡化的
表现，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在班级中没有归
属感。因此，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创建有
归属感的班级，培养学生的归属感，对于学
生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

用。如何创建有归属感的班级？我认为可
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运用师爱和教师个人魅力创建班
级归属感

作为老师，首先我们要了解学生，关怀
体贴学生；要尊重、理解、信任学生；要公平
对待学生；要理智地引导学生。教师的人
格魅力，学识魅力，以及形象魅力也会潜移
默化地影响学生，让学生愿意围在其身边，
愿意在这样的班级中读书和生活，并对老
师所在的班级产生归属感。这样学生会把
班级当成自己温馨的“家”，在“家”里他会
感受同伴的支持，老师的关心，集体的温
暖，从而对它产生依赖感和归属感，并为之
而努力。

二、利用班级愿景和班级活动创建具
有归属感的班级

（一）明确班级的奋斗目标。班集体的
共同奋斗目标，是班集体的理想，前进的方
向和动力。共同目标的制定，能影响班级

的风气，影响班级的凝聚力。因此，广大教
师应结合本班的实际，制定出适合班级的
奋斗目标，让学生找到自己在班级中的心
理归属，让每位学生心有所依。

（二）环境布置，创设氛围。既然班级
是学生的“家”，那么如何让学生爱上这个

“家”，班级环境的布置不能少。在布置班
级时，老师牵头，和学生一起讨论决定如
何布置班级，具体的实施和操作可以交给
学生们自己负责。这样即锻炼了学生的
策划能力，动手能力，又能让学生有成就
感。

（三）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班级活动。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经说过：“活动教育
了集体，团结了集体，加强了集体，以后，集
体自身就能成为很大的教育力量了。”在开
展活动时，可以以小组为竞赛单位，小组合
作竞争，同伴互助交流，让温情感染学生，
培养集体归属感。活动形式要多样，主题
要明确，积极调动学生的自主参与意识，让

学生在参与活动时能全身心投入。
三、利用班级管理唤起学生的归属感
班干部是班集体的核心，是学生自己

的组织，班干部往往能够决定一个班级的
精神面貌与风气。因此，在班级管理中，借
助班干部的力量协助班主任管理班级不仅
能让班主任从繁杂的班务工作中解放出
来，还能唤起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和使命感，
同时使班级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形成。要注
意班级管理一定是民主管理，让每一个学
生都是班级的管理者，同时也是良好的班
级管理的受益者。

总之培养学生的班级归属感，可以将
学生的心牢牢地贴近班级集体，学生就能
在思想上、心理上、感情上认同班级，热爱
班级，能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对班集体
的工作目标、班级文化、行为规范等产生
认同感，从而产生对班级的安全感、满意
感和向心力，并最终形成集体强大的内聚
力。

如何创建有归如何创建有归属感的班级属感的班级
○ 张红玲

时间过得真快，不觉间孩子已经一米
七了，个头超过了我，成了一个有想法、有
个性的“小少年”。他在七年级期中考试中
取得不错的成绩，在学校美育节上钢琴表
演也有很好的发挥，还被评为“优秀学生”，
加入共青团。作为父亲，看到这些成绩，特
别感谢学校和老师对他的教育培养。当
然，孩子的成长也少不了家庭及家长的关
心和培养。

朋友问我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其实我
也是在学习中受到启发。《我要当个好爸
爸》这本书，让我学会了如何关心和培养孩
子。

一、要做个朋友型的好爸爸
对于孩子所做的事情要学会用平等尊

重的眼光去看待，不要强硬的用“必须、一
定”这些词语。记得刚开始孩子接触手机
玩游戏的时候，我也坚决制止过，但最后导
致孩子偷偷地玩，后来我就和他约定周末
抽出固定时间一起玩，慢慢地我觉得他也
没那么沉迷，还与他成了无话不谈的朋
友。这让我明白：当孩子出现什么状况和
问题的时候，多做换位思考，从孩子的角度
出发思考问题，做到相互理解。只有良好

的沟通，才能真正地了解问题解决问题。
所以，在孩子的生活中，要利用多种时间和
机会，和孩子进行沟通，真正做到对孩子的
了解。我们正处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
与应用十分发达和广泛，禁不如导，多和孩
子学在一起、玩在一起，玩的同时可以学到
知识，也加强了和孩子的关系。

二、要做一个耐心型的好爸爸，学会教
孩子好习惯

习惯是一种顽强的力量，可以影响孩
子一生。同一个动作，如果重复7天，会变
成习惯性动作；如果重复3周，就会趋于稳
定；如果重复3个月，就会形成恒久不变的
习惯。要培养一个好习惯，家长要有耐心，
坚守阵地，持续关注。要告诉孩子好习惯
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明白了它的重要性，才
会有培养这个习惯的强烈愿望。记得刚开
始每天早上起床，总是不能按时，拖拖拉
拉。后来大人小孩都上闹钟，相互提醒，共
同作息，时间久了，习惯就养成了。从小学
四年级开始，孩子可以自觉起床，从不要大
人催促了。到了七年级了，要孩子读英语
单词，他非常不愿意。后来有一次听写全
对，回来他就说：“幸亏早上读了英语单词，

把几个平时记不住的全记住了，看来还是
早上的记忆力好。”慢慢地他每天就开始读
写。现在，孩子学习、娱乐、游戏都会安排
好自己的时间，只要大人稍加注意就行了。

三、要做个学习型的好爸爸，学会教孩
子管自己

苦于家长们读书不多，真正对孩子学
习中的知识点也需要重新学习，方能更好
地作适当的课外辅导。家长主要是帮孩子
学会管理自己的事情，增强孩子的主动性
和自觉性。因此教孩子学会制定学习计
划，有计划地学习至关重要。让他首先明
白自己学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根据自己
学习的目的来制定相应的计划，每天根据
计划来执行，就一定能够提高自己的学习
效率。七年级下学期以来，孩子中午至少
要做一门作业；晚上九点左右，其余作业基
本可以完成；如果哪方面感到有问题，我和
孩子一起共同学习讨论；孩子为了提高和
巩固某些功课知识点，自我加压，多做习
题，多读课文。学笨鸟先飞，勤能补拙。

虽然我和孩子过去都不算优秀，通过
《我要当个好爸爸》这本书，为了孩子，我和孩
子共同成长，共同进步，一起继续努力吧！

学 会 当 个 好 爸 爸学 会 当 个 好 爸 爸
2017级（4）班学生家长 邓磊

让课堂成为学生的乐园
○ 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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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路上成长路上
与你与你同行同行
2016级(14)班学生家长 华明

孩子的教育问题，大概是当代家长们
最关心的问题。这么些年来，我也是一边
观察摸索,一边校正总结，积累了些许心得
体会，以飨读者。

一、面对孩子这个日益成长的个体，我
们家长要做到“有心”

何为“有心”？我的理解是对孩子需要
掌握的知识点要有正确认识，要有规划，要
做到胸中有丘壑。它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不要把孩子的学习仅仅看作是在学
校里对课本的学习。其实，很多学科知识，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以各种面孔出现
过，比如孩子听到一个新鲜的词儿，碰到一
个不理解的概念，遇上一种他不理解的社
会或物理现象……如果孩子跑来问你，就
表明她很感兴趣。这时我们可以顺势而
为，给她讲解清楚相关内容，并引导他思
考。以这为契机，无形中可以提高孩子的
兴趣，鼓励他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等他真正去接触这些知识的时候，就可
以从容、自信、轻松地实现无缝对接。因
此，家长们要意识到在课堂外对孩子这种

“有心”培养、启发的重要性，未雨绸缪。其
二，不要只盯着知识点和分数，更重要的是
培养孩子学习习惯，这二者是表象和本质
的关系。若我们只盯着分数这种表象，而
不关心本质，肯定是肤浅的急功近利的行
为，势必不会走得长远，还很有可能与我们
的愿望适得其反，我们应该努力去培养孩子
良好的听讲习惯、作业习惯和思维习惯。其
三，要有心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大量阅
读，广泛地阅读好书，就好比给孩子的人生
大树源源不断地输送营养和水分，且不说它
对学习有帮助，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孩子看到
一个不一样的色彩斑斓的大世界，进而形
成开阔的、有趣的、正确的三观，建立他自
己独立的、丰富的世界体系。

二、要注意沟通的方式方法，态度要温和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

月寒”，“爱”才是让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最强
大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摒弃那套过时的棍棒
教育和打压教育。因为我们的期望是让孩
子遇见更好的自己，这种粗暴低级的教育方
式是不可能实现好的结果的。那么家长不
管是对待孩子学习中出现的问题，还是生活
中出现的问题，都要冷静思考，温和解决，强
大自己的内心，也强大孩子的内心。

正是因为有了孩子，我们才获得了“父
母”这一个身份，所以他们的成长之路，也
是我们的成长之路。在这条起伏颠簸的漫
漫成长路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是平等的
同行者。如果我们把“有心”要传授给孩子
的东西，用温和的态度，坚持下去，那么到
了秋天，一定会收获一个阳光的、积极的、
健康的、有担当的孩子！

开学初，学校至上而下掀起了一场轰
轰烈烈的课堂教学理念改革的热潮，其精
神实质就是充分激发学生对学习的渴求欲
望，实现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整
个学校形成一种浓厚的学习氛围。

最新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在所有的
学习模式中，同学之间讨论学习效率最高，
占到了31.1％；其次是利用图书馆、网络等
资源学习，占到了26.6％；再次是老师提出
问题自己找答案，占到了28.8％；完全听老
师讲解的效率只占到了5.9％；而效率最低
的是完全自学，只占到了2.9％。由此可
见，我们的课堂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以学生阅读为例，传统的手术刀式的
解剖型阅读仍然是主要方式，师生阅读的
过程是攫取所需的过程，有一套固定的程

序，类似“解题、介绍作者、阅读导读语、正
音正字、标段落、读课文、分层、概括层意、
提炼中心思想、总结写作特点、贴教育标
签”。这种阅读学习即使像庖丁解牛那样
娴熟精密，徒增的是羡慕他人的本事，与学
生本人无关，更与学生的阅读能力发展和
情感发展无关。

阅读的目的是获取知识，发展思维，
获得审美体验。其中，既有功利目的，也有
修身养性的需要。应试机制下阅读行为主
要关联在考场阅读层面，涉及阅读积累、阅
读理解、阅读鉴赏3个层级，积累的路径主
要是从知识到知识，理解主要限于公共解
读，鉴赏主要是提供答题套路，这让传统的
阅读过程简化为纯粹的做题过程、讲题过
程。新的考试改革要求3个层级的阅读行

为都要升级转型，表现为：强调在知识运用
中积累、越来越关注个性化与创造性解读、
从修身养性角度提升阅读鉴赏品位。同
时，阅读的其他行为在不断地被认识和放
大，编织出了包括阅读与梳理、阅读与交
流、阅读与表达、阅读与写作、阅读与研习
等四通八达的阅读网络。阅读不再是类似
知识搬运的简单劳动，深度阅读在引领阅
读行为变革。

根据学校教育改革的要求，我们对教
材教法不断讨论研究，交流碰撞，意识到课
堂教学变革的重要性，逐渐形成一套全新
的教学模式。集体备课，讨论导学案模
式。课堂上，精心设计学生学习活动，引导
学生自我实践探索。生生相互讨论交流，
课堂氛围活跃浓烈。学生学习自主空间

大，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广开思路。把学
习的压力变为动力，使学习过程充满生机
和活力。

随着课堂教学改革的持续推进，自
主、互动、建构、有效、生动等先进的教育理
念已经在多数老师的日常教学行为中逐步
体现，学生作为课堂学习的主人翁地位正
逐渐显现。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讨论，
发表观点，可以就自己不懂的问题向同学
老师发问。

契诃夫说过：“知识如果没有经过教师
心灵的加温，传授越多，学生将变得越冷
漠、越无知”。教学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课
堂教学改革会让教师轻松，让学生快乐；课
堂教学改革改变了学生的学习生活，也改
变教师的教学生活。

谈谈紧箍咒的作用紧箍咒的作用
——读《西游记》有感

○ 叶帆

从小看《西游记》，大家都知道，悟空有个紧
箍咒。故事发生在第十四回，在悟空打死六个
拦路打劫的毛贼之后，唐僧开始啰啰嗦嗦地教
训起徒弟来。

这猴子一生受不得人气，他见三藏只管绪
绪叨叨，按不住心头火发道：“你既是这等，说我
做不得和尚，上不得西天，不必恁般絮舌恶我，
我回去便了！”那三藏却不曾答应，他就使一个
性子，将身一纵，说一声“老孙去也！”三藏急抬
头，早已不见，只闻得呼的一声，回东而去。撇
得那长老孤孤零零，点头自叹，悲怨不已。

在悟空任性离去后,观音菩萨便与唐僧设
计，以紧箍咒来约束悟空。在悟空主动回来，决
定继续保唐僧西天取经的情况下,唐僧并没有
妇人之仁,而是不动声色地一步步落实紧箍咒
计划。他先是诱使悟空看到紧箍咒并问其来
历,用甜言蜜语诱惑悟空主动提出要戴那顶“帽
子”,计谋成功后，马上开念。

行者叫道:“头痛!头痛!”那师父不住的又念
了几遍,把个行者痛得打滚,抓破了嵌金的纱
帽。

这就是《西游记》中唐僧第一次念紧箍咒的
情景,悟空从此大吃苦头。作者不惜笔墨，详细
描写了唐僧三念三停紧箍咒的过程。具体描写
悟空的痛苦:“他依旧生痛,痛得竖蜻蜓,翻筋
斗,耳红面赤,眼胀身麻。”透过悟空这些无法忍
受的身体痛苦,我们可以想象其内心的痛苦程
度。

读到这些情节，我们无不心疼悟空，特别是
后来遇到白骨精，迂腐的唐僧多次冤枉悟空，用
紧箍咒折磨悟空。取经路上，唐僧念紧箍咒八
次，并不断以此“要挟”悟空，悟空也不得不一次
次低头求饶、磕头认罪，更是让人义愤填膺，对
悟空的痛苦深表同情。

但是请问大家：如果没有紧箍咒，会是什么
结果？

悟空天生勇敢，勇闯水帘洞，赢得自己的江
湖地位；面对“生死”这一哲学命题的严肃思考，
孤身一人，毅然决然，漂洋过海寻求答案，表现
出强大的执行力；生就慧根，得到菩提老祖的垂
爱，习得筋斗云和七十二般变化；勤奋练习，快
速成长；爱出风头，争强好胜。他对师傅的忠
诚，对无能的师弟们的包容，无疑，这些都体现
了优秀学生的特质，他也因此赢得我们读者的
喜爱。

但我要说，如果没有紧箍咒的约束和保护，
悟空终将成为天际一颗耀眼的流星，不仅取经
事业不能成功，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树敌太
多，必不得善终。

现实生活中，紧箍咒是什么？是戒律，是规
则，是父母的叮嘱，是老师的教鞭，是成长道路
上不可缺失的领航塔，是犯错后纠偏的刹车
皮。规则是铁，碰上去才会肉疼，肌肉神经才会
提醒大脑去避开这些不愉快。

我们可以想象，没有紧箍咒后的悟空，必不
耐烦师傅的聒噪，必不服诸神的好言相劝（大牛
如来出场也是先好言相劝），必仗着自己的本
事，摆开架势大干一仗。然而山外有山，人外有
人，没有谁是常胜将军。

悟空也曾无数次渴望“松箍咒”，以求获得
解脱，但正是经过无数次痛苦的洗礼，悟空不再
是那个不服天地管、肆意妄为的妖猴。在一次
次克服困难后，他逐渐成长，收心定性，升级成
意志坚定佛心虔诚的人，在最终辅佐师傅完成
取经大业后，再次升级，成为斗战胜佛。

何谓“教育”？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
教育”，美国杜威说”教育即生活”,鲁迅先
生说“教育是要立人”可见，教育是依据生
活、为了生活的‘生活教育’。在我看来，教
育应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教：教会特定
的知识，技能，来源于学校教育。一部分是
育：育就像一扇门，推开它，满是阳光和鲜
花，能带给孩子快乐和自信。而我们所有
的父母就是推开这扇门的使者，来源于我
们的家庭教育。

如果说教的对象是一个整体，那么育
的对象就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而父母就必
须要去发现并雕塑个体的独特。因此在他
们的成长过程中，需要我们去规划他们的
生活，学习，娱乐等等，更重要的是正确的
去带领他们。孩子面对各种选择，他不知
道该如何走，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和他们一
起融入其中，而不是做一个旁观者和指挥
者，通俗地说，就是和他们一起玩，一起学，
一起娱乐，一起探索……

一、玩是天性，但有效地玩才能玩得更
有意义。

就好比他学自行车，最开始学的时候
总是会摔跤，控制不住，经历几次失败后，气
急败坏地说再也不学了，在这个时候如果强
制学肯定不行，但我教他，也激不起他的斗
志，于是等待合适的机会，在三年级回老家，

看到堂哥在院子里骑自行车，他与堂哥好久
不见，一肚子话要聊，当时就只有跟在堂哥
的自行车后面跑，我说他：你看你跑得多累，
你哥哥骑自行车像骑马一样多轻松，要不你
也试试。当时佳俊还犹豫不定的。直到哥
哥一句：很简单的，比滑板还简单，我来教
你。保证你今晚学会。就这样在我们道上
最大的坡，本想推着走的他也咬咬牙，在我
的鼓励和掌握上坡的方法后，一次次地上坡
就变得轻松了。四年级在不知道去金桂湖有
多远的前提下，来回三十六公里，完美地骑行
完毕，直到如今能骑上潜山顶，骑行的过程虽
然辛苦，但每次征服的喜悦却能抵过一切。

二、“学海无涯苦作舟”，那就变苦为
乐，为有趣吧！

生活需要一些东西去缓解其中的不如
意，那么在体美音中就能找到最好的平

衡。于是在我近似乎坑蒙拐骗之下，佳俊
开始了乐器的学习，从最开始的葫芦丝，到
后来的萨克斯和竹笛，因为人小，萨克斯的
重量以及吹得嘴痛得吃饭都难受，一度想
放弃，那个时候我和他爸爸就诱惑他：我们
都好喜欢听《回家》，要不你把这首学会了
就不学了。在一次次的鼓励下，以及萨克
斯老师告诉他：你现在牺牲一点点童年玩
的时候，受一点点的苦，等你长大了，你会
玩得更高级，会更享受你现在的努力换来
的一切。就这样，每周末风里雨里，独自背
着萨克斯去上课，坚持到现在。

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自然更是
一本百科全书

“生活即是教育”，行走和体验对孩子
的成长尤其重要。比如在登山的过程中，他
学会了分享和礼让，学会了做计划，学会了
与人合作，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无论是
扎帐篷露营还是自助旅游，只有经历过，他
才能真正地自主独立地一个人完成，每一次
的活动也能带给他下次活动的经验。

当父母的那一刻，我们才开始真正的
成长，而且这个成长是与孩子的成长相伴
相随的。就像一朵玫瑰要盛开，你不是静
待花开，在你静待之前，你要播种，培育，施
肥等等，经历一段时间也才会看到那娇艳
的花儿。

一路相一路相伴伴，，动待花开动待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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