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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班级文化建设不能只图表面上的花哨袁 只把重心放在环境文化建设上袁 而是必须得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作为支撑袁
即文化支点
姻 班级文化支点的选择就像选种子袁 不能随意尧 草率袁 需要师生共同寻找尧 慎重选择尧 精心提炼
姻 班级管理和教书育人都需要文化支点来撬动袁 围绕支点开展活动和实施教育袁 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袁 这种管理和
教育的影响也注定会是长久的

洛阳华洋国际学校
班级特色文化建设掠影

给班级管理一个文化支点
支点院

支点院 彩虹的七种品格
班 名 院 彩虹班 渊小学部 1501

班名院
班训院
班风院
班呼院

班冤

班呼院 我自信我出色
我努力我成功
班训院 风雨之后见彩虹
努力之后得成功

支点院 笋芽精神
班名院 笋芽班 渊小学部 1402 班冤
班呼院 笋芽笋芽 学海无涯
勤学修德 厚积薄发
班训院 我思我学我勤奋
我行我敢我拼搏
班歌院 叶春笋曳

支点院 野莲冶 的品格
班名院 莲塘班 渊小学部 1303 班冤
班呼院 株株竞放 五彩莲塘
遵纪守礼 我是榜样
班训院 班级荣誉 我的责任
勇于担当 共同成长
班歌院 叶没什么不同曳

班歌院

师生齐动手袁 扮靓班级文化墙
阴 本报记者 张利军

班级是学 校最基本 的管理单元 袁
班级的管理水平直接决定着学校的管
理水平遥 这中间袁 建设一支优秀的班
主任队伍袁 便成了学校打造核心发展
力的重要抓手遥
然而袁 班主任这个 野世界上最小
的主任冶袁 却并不好当遥 野拿钱不多
管事多袁 管天管地还要管空 气冶袁 一
些班主任的吐槽反映出了我国基础教
育界普遍面临的这一问题遥
如何找到班级管理的抓手袁 让班
主 任工作不再无从下手尧 左 右为难钥
第 12 届河南教育名片学校要要
要洛阳华
洋国际学校 渊以下简称 野华洋学校冶冤
经过近年来不断的探索和实践袁 做出
了这样的回答要要
要给班级管理一个文
化支点袁 用文化支点撬动班级管理遥
在第 12 届 河南教育 名 片 发 展论
坛暨 野让班级文化落地生根冶 观摩研
讨会召开前袁 记者近日走进活动承办
校华洋学校袁 走进特色班级袁 实地感
受不同的文化支点带来的班级管理新
气象遥

野给我一个支点袁 我就能撬
起整个地球冶
记者到华洋学校时袁 正值该校阳
光大课间活动时间遥 中心广场上袁 小
学部的孩子们正在欢快的音乐声中袁
整齐有序地做着健身球操曰 运动场
上袁 是初中部的同学们在跑步袁 野一
班一班袁 奋勇争先袁 非比寻常袁 弘毅
最强浴冶 野全力以赴袁 每天进步袁 华
洋风采袁 看我劲竹浴冶 野七班七班袁

对了袁 班级管理这盘棋就活起来了遥冶
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袁 裴素青
在自己主持的三所校情性质完全不同
的学校 渊一所是由企业学校刚刚移交
到社会的薄弱学校尧 一所是跌入谷底
的老牌重点名校尧 一所是刚刚从零起
步的私立学校冤 进行了十几年的班级
特色文化建设探索遥 2014 年袁 她在
华洋学校正式提出了 野班级管理的文
化支点冶 这一理念袁 以文化支点作为
班级文化建设的抓手和切入点袁 通过
文化支点来撬动班级的教育教学尧 常
规管理尧 德育活动尧 班级管理等遥
对于为何强调 野班级管理的文化
支点冶 而不简单是 野班级管理的支
点冶袁 裴素青告诉记者袁 文化是不会
自动生成的袁 一切文化活动都必须寻
找一定的载体和支点来实现遥 班级文
化建设不能只图表面上的花哨袁 只把
重心放在环境文化建设上袁 而是必须
得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作为支撑袁
即文化支点遥 建设好班级 野硬文化冶
环境袁 只是给这个班级做了一件好看
的外衣曰 而班级文化建设重在用什么
样的精神文化塑造学生的心灵世界遥

文化支点袁 让每个班级有
了自己的 野魂冶
方向定了袁 支点如何寻找钥
2016 年寒假袁 裴素青一个假期
都没有休息袁 除了外出学习袁 就一直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袁 写出了数万字的
叶和班主任谈班级文化建设曳 叶如何
探寻班级管理的文化支点曳 等指导性
文章遥 开学后袁 裴素青又在全校举办
了多场 野探寻班级管理的文化支点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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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点院 理学精神
班名院 明理班 渊高中部 1701 班冤
班训院 明明礼 显女子优雅之美
理理顺 现女子知性之美
班风院 明礼诚信 求真做细
班呼院 精英女子 明理靓丽
自强不息 理科无敌
班歌院 叶武装曳

巾帼英雄窑花木兰
木兰班 渊高中部 1802 班冤
爱国 修德 勇敢 坚韧
自尊 自律 自治 自强
巾帼二班 勇于登攀
齐心协力 永不言弃
班歌院 叶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曳

支点院
班名院
班训院
班风院
班呼院

扬起风帆袁 志存高远袁 一往无前浴冶
噎噎响亮的 野班呼冶 此起彼伏遥
野这是 耶弘毅班爷 的孩子们噎噎
这个班是 耶劲竹班爷 噎噎这是 耶志远
班爷 噎噎冶 每经过一个班袁 校长裴素
青都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袁 野我们
全校 70 多个班袁 每个班都有自己独
特的文化支点遥 各班班名尧 班徽尧 班
训尧 班风和班呼等袁 也都围绕班级文
化支点凝练产生袁 一班一品一特色遥冶
裴素青口中提到的 野文化支点冶袁
便是该校班级管理的一大法宝遥
野关于班级管理袁 业内有不少论
述袁 有的提倡民主管理袁 有的提倡朋
友式管理袁 有的提倡学生自主管理袁
各有各的道理袁 但大多数只停留在
耶 道 爷 的 层 面上 袁 在 耶 如 何 做 爷 的
耶术爷 的层面上袁 很少有指导性的东
西遥 这往往让我们的班主任看了觉着
好袁 做起来却仍然无所适从遥冶 裴素
青说袁 野有句名言说袁 给我一个支
点袁 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遥 其实袁 班
主任的班级管理工作要想做实做好袁
也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支点遥 支点找

的主题讲座遥
她提出袁 班级文化支点的选择就
像选种子袁 不能随意尧 草率袁 需要师
生共同寻找尧 慎重选择尧 精心提炼遥
选择什么样的班级管理文化支点作为
班级文化的精神支撑袁 要根据学生的
年龄尧 心理特征尧 认知水平等遥
野小学生的认知具有很大的具体
性和形象性袁 我们可以从可爱的动
物尧 植物尧 花草中袁 提炼出人的精神
品质作为班级文化的支点曰 中学生的
思维逐步走向抽象袁 逻辑思维强袁 他
们富于想象袁 崇尚英雄袁 据此袁 我们
可以从历史名人故事和典故尧 优秀的
励志书籍尧 优秀的电影或电视剧等入
手袁 提炼其精神内涵作为班级文化的
支点曰 此外袁 班级文化支点也可以从
学校已有的历史积淀中提炼精神内
涵袁 还可以从时代楷模尧 英雄群体的
精神中找到灵感袁 他们的高尚品质和
英雄气概都是青少年学习的榜样袁 这
些都可以作为班级文化建设的支点遥冶
有了如此具体的指导袁 全校新一
轮 野探寻班级文化支点冶 的行动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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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启了遥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遥 很
快袁 野劲竹班冶 野涤心阁冶 野明理
班冶 野文诚班冶 野莲塘班冶 噎噎一大
批班级经过师生共同寻找尧 精心提
炼袁 确立了自己班级的文化支点袁 并
围绕各自的文化支点袁 精心设计了各
自的班徽袁 确定了自己的班风尧 班
训尧 班呼尧 班级誓言等遥
但也并非都一帆风顺遥 野 笋芽
班冶 班主任张梦柯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袁 用了一句 野找支点是非常头疼的
一件事冶 来形容当时的状态遥
野我们班想了六七种方案都先后被
打回来了遥 一开始想的是 耶小牡丹班爷
耶傲梅班爷袁 后来还想到继承毛主席七
大精神遗产的 耶润之班爷袁 但要么是因
为跟别的班级重复袁 要么是因为不太
符合小学生年龄特点袁 最终都被否了遥
那段时间袁 不管是吃饭还是走路袁 脑
子里想的都是跟支点有关的东西遥冶 张
梦柯说袁 野一天袁 路过学校教学楼前
的那片竹林时袁 突然发现林子里不知
何时冒出了一些笋芽袁 又联想到二年
级时学生学到的一篇课文 叶笋芽曳遥 心
想袁 我的孩子们不正像一棵棵蓄势待
发尧 充满朝气的小笋芽一样吗钥 如果
将他们的活力尧 热情袁 甚至是冲动袁
都引领到笋芽 耶钻爷 的品格上袁 用笋
芽的精神来铸造奋发向上尧 不屈不挠
的班魂袁 以笋芽根连根尧 顽强生长来
凝聚班级向心力袁 这群孩子定会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浴冶
然而袁 文化支点是一种精神层面
的东西袁 如何让学生接受和深度认同
是关键遥
张梦珂通过带领全班学生近实物
观其形袁 再辅以观看笋芽奋力钻出坚
硬土层的视频短片袁 欣赏笋芽根连
根尧 顽强生长的图片袁 品读具有笋芽
精神的名人故事与诗篇袁 让学生感知
笋芽的形尧 品尧 神遥 她还和学生一起
通过和美术老师探讨袁 以 野笋芽冶 为
引袁 用 野识竹笋尧 画竹笋尧 读竹笋尧
赞竹笋尧 写竹笋尧 学竹笋冶 的方式袁
提炼出具象化的 野笋芽精神冶袁 让学
生产生共鸣袁 让 野我们就是一颗颗小
笋芽儿袁 只要奋发向上尧 顽强拼搏袁
就能 耶钻爷 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冶 的信
念生根发芽遥
华洋学校高中部 渊 华洋女 子高
中冤 1603 班优秀班主任高家林老师袁
带领全班同学 野共读冶 长征袁 每个月
都组织一个主题班会来学习长征精
神尧 共同观看纪录片 叶长征曳 来感知
长征尧 纪念长征袁 并通过诗朗诵和长
征红歌比赛来理性地思考长征精神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 野长征精神冶 逐渐凸
显出来袁 他们以 野长征精神冶 为班级
文化支点袁 开启了 野重走长征路袁 再
塑远征魂冶 的特色班级文化建设袁 使
班级各项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遥
班级活动是班级文化落地的最好
载体遥 各班通过主题班会尧 师生共读
一本书尧 问卷调查尧 主题实践活动尧
研学活动等袁 共同探究班级文化支
点袁 从而达到师生对班级文化支点的
认同遥 师生认同的过程就是支点落地
的过程袁 是班级文化生根的过程遥
一所学校就是一个大班级袁 每个
班级成了一所小学校遥 文化支点袁 让
每个班级有了自己的 野魂冶袁 也共同
成就了学校的文化之魂遥

支点找对了袁 班级管理这
盘棋就活了
找到了班级管理的文化支点袁 利
用支点来撬动班级的各项管理工作袁

才是班级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遥 支点
撬动的过程袁 是结合支点开展一系列
班级活动袁 通过班级活动来内化文化
支点的作用袁 并转化为学生的内驱力袁
撬动班级管理尧 撬动学生成长的过程袁
也是班级精神文化落地的过程遥
张琳是该校小学部 野彩虹班冶 的
班主任遥 野我们班一共有 33 名学生袁
其中 19 人 是寄宿 生 袁 14 人 是 走 读
生遥 刚接手这个班时袁 整体感觉就是
一个 耶散爷袁 没有集体的感觉遥冶 张琳
说遥 自从确立彩虹七色品格作为班级
管理的文化支点后袁 他们班将彩虹的
七种颜色分别赋予了七种优秀的品
格袁 并将这七种品格称之为 野彩虹的
约定冶遥 每周班里都要评选出 野彩虹
之星冶遥 一周五天袁 每人每天有 70 分
基础分袁 分别对应各颜色的当日表
现袁 有奖有罚袁 每周核算袁 最高分同
学即为 野彩虹之星冶袁 可以带上相应
颜色的手环遥 当某个孩子七种颜色的
手环全部戴过袁 将会获得 野彩虹少
年冶 称号袁 奖励彩虹手环一只遥 野孩
子们的积极性都特别高涨袁 每个人都
希望自己能够集齐七种颜色的手环袁
获得终极大奖要要
要彩虹手环遥 彩虹这
个支点袁 让我轻松撬动了班级管理这
块巨石袁 理顺了班里繁杂的事务袁 慢
慢打开了孩子们的心田遥冶 张琳深有
感触地告诉记者遥
野文化支点好比人的灵魂袁 是一
种人生信念遥 我们全班同学的清华研
学之旅尧 徒步万安山磨砺之旅等袁 无
不贯穿着这种信念遥 正是这股信念给
我们指明了方向袁 让我们能够坚持前
行袁 也正是这股信念使我们最终走向
胜利遥 班级管理和教书育人都需要文
化支点来撬动袁 围绕支点开展活动和
实施教育袁 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袁
这种管理和教育的影响也注定会是长
久的遥冶 高家林说遥
华洋女高 1502 班是一个文科班袁
该班以 野诚冶 文化为支点袁 取名 野文
诚班冶遥 采访中袁 裴素青特别向记者
介绍了该班 野文诚日记冶 所带来的可
喜育人效果遥 野文诚日记冶 以班级日
志为载体袁 记录每天班里发生的大事
小事袁 从高一记录到高三遥 厚厚的几
本班级日志袁 不仅见证了同学们高中
三年成长的足迹袁 野诚冶 文化也悄然
植根到了学生的心中袁 潜移默化地滋
润着学生的心田袁 影响着学生的知情
意行袁 同时也撬动着班级管理遥 2017
年 7 月袁 野文诚班冶 的王听同学参加
第四届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荣获
河南赛区一等奖尧 全国二等奖遥 在
叶写给母校的一封信曳 中袁 她写道院
野即将离别校园袁 谢谢你让我认识了
那些可爱的人袁 谢谢你看着我一步步
成长为更好的自己遥 这不到半年的时
间袁 连真诚道一声 耶再见爷 都怕来不
及遥 不过请你相信袁 我会在六月为你
的付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遥冶 字里
行间充满真诚感恩和不舍之情遥 这就
是文化育人的力量遥
学校文化要通过班级文化建设落
地生根袁 华洋学校通过几年来的探索
实践袁 用文化支点撬动班级管理袁 以
活动为载体袁 打造特色班级精神文化
建设袁 让班级文化建设不再流于形式遥
学校围绕支点构建班级文化袁 让班级
管理工作有了切入点和抓手曰 班级围
绕文化支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袁 通
过活动将 野文化冶 的种子植根在学生
心田袁 让教育不再是空洞的说教遥
支点很小袁 力量很大遥 正如裴素
青所说袁 支点找对了袁 班级管理这盘
棋就活了噎噎

叶士兵突击曳 不抛弃尧
不放弃的精神
弘毅班 渊初中部 1801 班冤
务实坚毅 尚德谋新
勤学 善思 自律 进取
一班一班 奋勇争先
非比寻常 弘毅最强
叶我相信曳

支点院 劲竹精神
班名院 劲竹班 渊初中部 1602 班冤
班训院 咬定书本 立根劲竹
虚心奋进 坚韧不拔
班风院 忘时 忘物 忘我
诚实 朴实 踏实
班呼院 全力以赴 每天进步
华洋风采 看我劲竹
班歌院 叶倔强曳

支点院 不断超越尧 永不止步
的拼搏精神
班名院 卓越班 渊初中部 1603 班冤
班训院 脚踏实地 追求卓越
班风院 勤勉 自律 自强
惜时 拼搏 奋进
班呼院 三班三班 奋勇向前
绳锯木断 水滴石穿
超越自我 挑战极限
班歌院 叶奔跑曳

支点院 野水冶 的品格
班名院 涤心阁 渊初中部 1805 班冤
班训院 习滴水之坚韧
百川之奋进
浩洋之包容
做新时代有为少年
班风院 感恩 奋进 凝聚 包容
班呼院 水滴石穿 海纳百川
上善若水 责任有为
班歌院 叶水手曳

支点院 野鹰冶 的拼搏精神
班名院 雏鹰班 渊初中部 1609 班冤
班训院 鹰击长空 遨游苍穹
拼搏向上 成就梦想
班风院 团结 尚勤 笃行 奋进
班呼院 鹰击长空 遨游苍穹
初一九班 谁与争锋
班歌院 叶扬帆华洋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