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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打造班主任
成长的摇篮
成立首批 14 个
名班主任工作室

近日，宁波市 14 个首批中小学名班主任
工作室授牌仪式暨
“新时代的班主任使命”
主
题论坛在宁波教育学院举行，14 位市级名班
主任成为工作室领衔人。他们担任班主任工
作最长的为 30 年，最短为 13 年。
授牌仪式现场，省教育厅基教处副处长
朱国清充分肯定了宁波班主任队伍建设的
实践经验，并希望宁波再接再厉，努力打造
省内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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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14 个名班主任工作室 打造班主任工作实训和研究基地
去年，
宁波市出台《宁波市中小学名班主任工
作室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
》，
组建名班主任工作
室，
打造班主任工作实训和研究基地。首批成立的
宁波市中小学名班主任工作室共14个，
这14个名
班主任工作室的领衔人担任班主任工作最长的为
30年，
最短为13年，
班主任工作平均年限为21年。
名班主任工作室由领衔人、
成员、
学员及助理
组成，首批 14 个名班主任工作室除了 14 个领衔
人，
还有成员 67 人、
学员及助理 127 人，
工作室成
员、
学员涵盖小学、
初中、
普高、
中职和特教。工作
室每三年为一个建设周期，
每学年都进行考核。
据了解，工作室的主要职责是承担市级骨
干班主任、新秀班主任的培训和指导工作，并按
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参与本地区班主任培

训工作和校本培训工作；加强师德建设，工作室
领衔人和成员通过言传身教带动学员提升道德
修养和学识水平，增强担任班主任的职业认同
感和荣誉感，
成为班主任专业成长的摇篮。
为加强对工作室的指导，
确保工作室高水平、
高
层次的运作，
宁波市班主任专业发展指导中心专门
聘请了 8 位省内外专家担任名班主任工作室的导
师。据统计，
这两年，
我市各地各校推广建设班主任
工作室，
6个区县（市）新建立了8个县级班主任工作
室，
56所中小学校新建立了校级班主任工作室。
宁波市中小学名班主任工作室领衔人奉化
实验小学老师俞芬说：
“ 名班主任工作室的成
立，为我们班主任团队的沟通和交流搭建平台，
让我们有信心班主任岗位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出台
“史上最优”
激励机制 构建班主任专业成长体系
为了鼓励广大教师争当班主任、乐当班主
任，宁波市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实施《关于印发
加 强 中 小 学 班 主 任 队 伍 建 设 的 实 施 意 见（试
行）》，
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机制。
近年来，宁波市逐步建立了班主任专业成
长体系，在全市中小学 2.4 万余名班主任中，评
选出首届市级名班主任 14 位、骨干班主任 43
位、新秀班主任 57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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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享受每年 3 万元、0.8 万元专项津贴补

助，打通了教师学科发展和班主任专业发展的
职业
“双通道”
。
同时，宁波各中小学在奖励性绩效工资、职
称(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等方面向班主任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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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7 年以来，宁波所有区县（市）都建立
健 全 了 班 主 任 专 业 成 长 体 系 ，新 评 出 了 区 县
（市）级“名班主任”
“骨干班主任”
“新秀班主任”
分别为 67 人、142 人、195 人，
共 404 人。

坚持激励导向 健全班主任荣誉评选体系
为增强班主任工作荣誉感，宁波市构建起
了市、区县（市）、学校班主任荣誉系列评选体
系，评选出了首届 14 名市名班主任，每两年评
选市级“十佳百优”班主任 110 名，并给担任班
主任工作满三十年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两年
来共表彰了 483 位担任班主任工作满三十年的
教师，不仅鼓舞了更多的教师坚持担任班主任，
更在全市营造了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这几年，宁波市教育局为了鼓励广大中小
学 教 师 积 极 争 当 班 主 任 ，推 出 了 一 系 列 新 举

措。我明显感觉到老师们不再那么抵触担任班
主任了。”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校长罗树庚
说，我校的毛小英老师获评宁波市首届名班主
任，聂青青老师又获评宁波市骨干班主任，让老
师们觉得当班主任有
“奔头”
。
市教育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胡赤弟现场鼓励班
主任们：
要提高站位，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加强
班主任工作室建设，
推进班主任专业化发展，
构建
以班主任为核心的全员育人工作机制，
切实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起聆听名班主任的
带班育人
“心经”
为班主任可以带给他们知识以外最宝贵的东西。
但凡她的班级毕业的孩子们都说，初中三年，这是
徐老师带给他们的最大一笔财富。
面对有个性的中职学生，做中职学校班主任更
加需要智慧。余姚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沈文龙老
师有一套自己的办法。面对学生时，他眼中总是有
赏识的目光，用欣赏增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树立
学生的自尊。第二步，手中有方法。面对不同年
龄、个性的学生，注重方式方法，为学生提供思考、
探索和创新的开放性和选择性的最大空间，以此激
发学生的创新欲望。
因为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学生们更愿意与沈老
师说真心话，
反之，沈老师管理班级更加游刃有
宁波市首批中小学名班主任工作室 14 位领衔人合影
位领衔人合影。
。
余。班里一个中考总成绩非常不理想的孩子如愿
考上了大专院校；曾经深陷早恋迷茫中的孩子，成
当天下午，
“新时代的班主任使命”主题论坛顺
基础上，又对全国共享单车投放使用情况进行了
为了机械工程师；初中只知斗狠的孩子重塑人格，
利举行，14 位宁波市首届名班主任分享了他们的
解，
然后制作成 PPT，
用整整一个下午作汇报。
成为了单位中层……
班主任工作经验，表达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
内心有触动，微文来表达。孩子们把微文发在
作为该校最年长的班主任，沈老师还挑起了培
进新时代，
肩负新使命”
的决心。
朋友圈，
互相学习、互相点评。
养年轻班主任的担子，担任校班主任工作室领衔
这些班主任管理班级有何“妙招”？记者与他
娄老师还安排了集中巡访。孩子们激情高涨， 人。每年为学校带徒 6 人，多位年轻班主任均成为
们进行了近距离对话。
一路走，一路纠正共享单车的不文明行为：
扶起，搬
了学校优秀德育工作者。
“教育，首先是人学”、
“人是最高价值”这是教
移，
归位，
摆正。
宁海县潘天寿小学张亚明教了 28 年书，做了
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格言，
也是曙光小学娄冬芳工
不仅如此，她和孩子们还加入了“市民巡访
28 年的班主任。她常跟青年教师说：
“ 爱孩子，就
作的方向标。
近两年，
娄冬芳在带班中发现孩子们很
团”
，
发帖问政，
为文明宁波建设尽绵薄之力。
要把孩子当成你的朋友，了解他们的追求与期望，
安分守己，但又大多自信不够。
她排摸发现，不自信
活动中，孩子们的自我价值感得到了提升，更
才能走进他们的心扉，
给予适合的教育。
”
有的是源于性格，大部分是因为在学习生活中获得
加自律、自信、自尊、自觉了。原先不做作业的孩子
因此，在张老师的课堂上，处处流淌着平等、民
积极情感体验的机会不多，
导致自我价值感不强。
变得努力了，课堂发言大胆了；
各级各类的比赛，参
主、和谐。学生三次举手还没被叫到，可以自行站
“自我价值感的高低，决定了孩子的生命状
与热情高涨了；
班级凝聚力更强了，班集体获评
“区
立回答问题；课堂中，学生都了解，谁犯错了，老师
态。”于是，娄老师牵手家长，开展系列公益巡访活
阳光班集体”
……
不会轻易点名批评，通常为三部曲：
第一步：
用眼睛
动，通过让学生关注社会热点、参与解决社会问题，
今年，是余姚市舜水中学徐小红任教的第 20
提醒，如果没用，接着用第二步：手势提醒，还是没
提升自我价值。
个年头，担任班主任工作 19 年。在徐小红的班里， 用，用第三步：
榜样暗示，某某（犯错的孩子）身边的
针对共享单车乱停放的问题，班里学生用两周
每个学生都有一本周记本，书写初中的学习生活。 某某坐得多端正啊！
进行巡访。孩子们带着家长走街串巷，拍照、记录
班级里还会有思辩课，学生可以即兴发言，根据故
久而久之，师生间的心靠得更近了，班级凝聚
不文明使用共享单车的行为，形成书面报告。在此
事说说自己的收获和想法。在徐小红看来，这是作
力越来越强。
吴彦 张飒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