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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职称晋升中对担任班主
任年限有明确规定。以前为了职业
成长，不少老师不得不担任班主
任，但记者调查发现，近来越来越
多的老师主动请缨当班主任。

宁波市古林职业高级中学李希
平老师选择从学生处处长转岗当班
主任，用他多年的学生德育工作经
验指导班级学生职业规划，培养个
人技能，重树自信心。他所带班级
成 为 学 校 比 赛 、 活 动 的 “ 金 牌
班”。他说，当班主任越来越有味
道，带出这届学生后，他将带着他
的班级管理研究课题申请跨专业当
班主任，争取在不同学科带出新一
届出色学生。

随着班主任新政推行，不少校
长反映更多老师愿意当班主任。

宁波市职教中心学校徐剑军出
版了一部 17 万字的 《笑傲“同青
春”》，这是他担任班主任 7 年里

的工作反思和教育案例成果集。他
所带的班级在学校里样样争先创
优，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他
说，自己赶上当班主任的黄金期。

这学期以来，宁波市十佳班主
任鄞州区华泰小学的徐柳亚老师忙
着给一些学校送教，送教的内容不
是专业学科，而是她多年来总结的
班主任经验，指导年轻班主任更有
效地与学生、家长沟通。不少老师
表示，运用自己的教育智慧，联合
家长、孩子和任课老师，共同经营
一个理想班级，这就是班主任的价
值所在。

多位教育管理者认为，班主任
做得好的往往是愿意付出、肯花心
思且最懂学生的教师。他们是学生
成长的引导者，家校沟通的“润滑
剂”。学校教育既需要好的教学骨
干来引领，也需要好的班主任来育
人。

越来越多的老师愿当班主任

添添““福福利利””，，建专业成长体系建专业成长体系

甬城甬城22..44万名班万名班主任主任
将拥有更多职业幸福感
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张土良

每逢开学季，家长都盼着孩子
能遇到一个好班主任。确实，无论
对孩子的成长还是引领班级的整体
氛围，一个好班主任能起到“四两
拨千斤”的神奇作用。而在现实
中，如此重要的岗位却因种种原因

遇冷，不少教师不愿当班主任，这
种现象似乎在全国普遍存在。一线
的班主任最需要什么，如何建设一
支高素质的专业化班主任队伍，如
何激励优秀教师争当班主任？宁波
对此进行了一些探索。

全市现有中小学专任教师 5.6
万名，其中班主任就有 2.4 万名，
占四成多。

“千根线万根线，最后穿针都到
班主任那里。”一所小学的校长对班
主任的作用打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
喻。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班主任工
作虽很重要，却没那么容易做。

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的胡
老师做班主任已有 3年，回忆起小
学一年级新生开学初的那段时间，
觉得自己更像一名保姆。开学当
天，注册收费、信息导入、领书发
书……直到晚上 8时多，还在微信
群上与家长聊第二天孩子上学的事
宜。书本整理、上下课作息，甚至
连喝水、上厕所等都得一一提醒，
为的是尽快让这群孩子进入小学生
的角色。

面对青春期的孩子，中学班主
任更得时时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

处理学生间的小纠纷、协调任课教
师和学生间的关系……当然，早晚
自修管理、班级纪律、卫生和出勤
情况，这些都不能落下。

更多的老师反映，在信息化时
代，班主任的工作时间被无限拉
长，下课要在家长群里答疑、回复
留言，哪怕下班在家也是如此。班
主任至少一半精力花费在班级工作
上，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科专业的
发展。长此以往，总会有点付出与
回报不成正比的困惑。此外，班级
学生管好了，家长学校皆大欢喜，
出了问题第一个扛责任的就是班主
任。高新区一所小学两名同学课间
追逐，一名学生不小心摔倒受伤导
致开颅手术，班主任在孩子住院期
间天天慰问，到家帮孩子补课，直
至孩子痊愈，悬着的心才放下。

事杂量大，压力和风险大成了
班主任工作的痛点。

事情杂压力大成职业痛点

如何给班主任减负，使他们职
业有奔头，让更多老师乐当班主
任？宁波以问题为导向，从制度层
面破冰。

今年 5月，宁波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育局出台《关于加强中小学班
主任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
实施“史上最优”政策，明确规定
市级“名班主任”“骨干班主任”，
享受同级“名教师”“学科骨干”
同等待遇，每年分别有 3 万元、
8000 元专项津贴补助。学校在奖
励性绩效工资、职称 （职务） 晋
升、评优评先等方面向班主任倾斜
的同时，完善班主任岗位月津贴制
度，按教师职务 （职称） 结合担任
班主任年限逐年增加，一改以往不
管担任多少年班主任，津贴都是一
个样的状况。

这一政策被甬城教师们称为
“史上最优”的激励机制。

去年开始，市教育局开展的
“名班主任”“骨干班主任”“新秀
班主任”评选，更是构建起班主任

专业成长体系，打通了很多教师学
科专业发展和班主任专业发展的职
业“双通道”。

去年起，我市表彰担任班主任
岗位工作满 30年教师，鼓励教师长
期担任班主任。两年来，全市表彰了
483位班主任工作满30年的教师。

此外，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
学 校 还 共 同 构 建 了 市 、 区 县

（市）、学校班主任荣誉系列评选体
系。其中每两年评选市级“十佳百
优”班主任110名。

同时，全覆盖、分层次、科学合
理的培训体系，让各类班主任均能
找到合适培训项目。最近，市教育
局出台《宁波市中小学名班主任工
作室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建立
以名班主任工作室为主要依托的班
主任实训基地，通过名班主任带徒
活动使全市的班主任走上“抱团专
业成长”之路。五年内，我市将建成
市级名班主任工作室 20 个以上，
培育出 400位名优骨干班主任，引
领全市班主任队伍整体发展。

勇于在制度层面破冰

好的制度可以变困境为转机。
添福利、建专业成长体系，拥有更
多职业幸福感，随着市级层面班主
任新政推出，各区县 （市） 和学校
纷纷跟进，给班主任发放多项实实
在在的“福利”。其中，镇海、北
仑等地在教师绩效外设立班主任专
项资金，不少学校还设立班主任工
作学年奖。

慈湖中学等学校自去年起，探
索班主任职级管理制度试点，将班
主任工作年限、班主任岗位能力、
班级管理工作绩效等作为班主任职
级评聘、考核和激励的主要依据，
三年一周期评聘全校班主任为初
级、中级、高级、特级班主任，享
受相应津贴，其中，特级班主任每
月最高1500元。

本月8日，12名教师获评鄞州
区首届骨干班主任，20 名教师获
评首届新秀班主任。这标志着鄞州
区率先全面建立教师业务、班主任
成长“双通道”。以往教师成长主
通道是教学：从区级教坛新秀、骨
干、名师——市级教坛新秀、骨
干、名师——省教坛新秀、特级教
师一路晋级。业务提升后还享有职
务晋升、职称评定、收入待遇等系
列优待。这使得一线教师特别是年
轻教师往往琢磨在教学上出成绩，
对班主任岗位意愿不强。一个月

前，该区出台了《加强全区中小学
班主任 （导师） 队伍建设的实施意
见》，从准入、考核、待遇、晋
升、荣誉等方面对班主任予以倾
斜。在班主任津贴发放上，担任班
主任工作5年至10年的，在原有津
贴上增加 200 元/月，11 年至 15 年
的增加 400 元/月，16 年及以上的
增加 600 元/月。鄞州一所小学校
长坦言，有些老师虽然业务不突
出，但班主任工作做得很好，深得
家长和学生喜爱。班主任新政让这
些老师更有奔头。

班主任工作只要有为就一定有
位。高新区实验学校校长罗树庚
对此感触很深，以前暑假里最头
疼的就是动员老师当班主任，现
在推脱当班主任的少了。同时，
该校把收费、报到、记录等事务交
给信息技术手段，给每班配备副班
主任，跟班主任协同工作，必要时
德育处主动帮班主任分忧解难，使
班主任从繁杂的事务中脱身，把更
多的时间用于班级文化建设和学生
德育教育。

海曙外国语学校还将每年的 9
月 28 日设定为班主任节。今年的
班主任节上，学校给每位正副班主
任定制了一份独特的礼物，学生们
还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班主任的感
恩。

各地（校）加码班主任“福利”

海曙区第二届中小学骨干班
主任名单于日前出炉，31 位班
主任榜上有名。为鼓励教师愿
当、能当、乐当班主任，该区在
实施班主任准入制、完善班主任
待遇提升保障机制的基础上，创
新性推出“考+评”模式，让基
层师德好、管理优、声望高的优
秀班主任脱颖而出，加快培育全
区班主任“领头雁”。

海曙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说，选拔过程打破了原先评选单
一 的 模 式 ， 从 “ 评 ” 拓 展 为

“测+评”模式。其中，以担任
班主任年限为节点分类评选，对
小学担任班主任未满 20 年，初
中担任班主任未满 15 年的采用

“测+评”模式，小学担任班主
任满 20 年，初中担任班主任满
15 年的采用“评”的方式，让

不同年龄的班主任都有机会出彩，
充分展示班主任的能力和实绩，鼓
励教师长期担任班主任。

这次获评的 31名骨干班主任，
人人都有两把“刷子”。宁波市第
十五中学教师徐嘉勇是一名拥有援
藏经历的班主任。一年时间，他走
遍了比如县的每一所学校，连在当
地人心目中十分偏远的羊秀、白嘎
等地都到访过。在他的心目中，所
有学生有平等接受优质教育的权
利。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当地上
了第一堂英语多媒体教学课，用生
动的形式，让学生们接受全新的知
识，给当地老师以示范。

此次评选出的骨干班主任更多
的是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典范。海
曙区雅戈尔小学叶晓萍与三尺讲台
相伴了 30 个春秋，当班主任已有
27年。（蒋炜宁 王超 池瑞辉）

让不同年龄班主任
都有机会出彩
海曙区中小学班主任培养模式有了“升级版”

一个人，从小学、初中、高中
直到大学，在学校浸泡了十几年，
心中都有一位让自己牢记一辈子的
班主任。班主任一边连接着孩子、
家长，一边连接着学校，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
似很有职业成就感的岗位，之前老
师们普遍不愿意担纲。

很 多 地 方 出 现 “ 班 主 任 危
机”，毫无疑问是得到和付出不成
比例。班主任除了要备好、上好自
己的课，还要管学生的晨读、午
休、晚修。此外还有家委会、家长

会、家访……事无巨细。就算下班
回到家中，时间也未必完全属于自
己，手机、QQ群、微信群，家长随时
可能找你。一旦孩子学习成绩、安全
保障出了问题，班主任就是“第一责
任人”。压力大，薪资激励又不明显，
加上学校评职称仅注重学科专业，
没有向班主任倾斜，一些教师不愿
意当班主任也就在情理之中。

我市教育部门出台的《关于加

强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实施意
见（试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可
以预见，这一被甬城教师们称为“史
上最优”激励政策的实施，将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

这里我想对家长说几句。班主
任压力大，很大一部分来自家长。
作为家长，要设身处地、将心比
心，对班主任工作多些理解与支
持，不要提过高要求，毕竟班主任

不止面对你家一个孩子。同时，每
个家长都希望孩子能遇上一个好的
班主任，这可以理解，但前几年就
有不少学校的学生家长因为孩子的
班主任年轻、工作没几年，而向学
校提议要求换人。好班主任也是锻
炼和培养出来的，你不给他们机
会，他们怎么成长呢？何况学校一
般是经过综合考虑的，这个岗位配
得强了，某个岗位就会相对弱些，
总体是平衡的。

有了机制上的激励，有了广大家
长的理解支持，相们班主任岗位会有
应有的职业获得感。 （李国民）

班主任职业获得感很重要
评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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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小学班主任在教孩子们怎样接
一位小学班主任在教孩子们怎样接饮用水饮用水。。 （（池瑞辉池瑞辉 蒋炜宁蒋炜宁 摄摄））

班主任带着孩子们班主任带着孩子们
在操场活动在操场活动。。
（（池瑞辉池瑞辉 蒋炜宁蒋炜宁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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