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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班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以“坚持立德树人，培育技能

人才“为宗旨，以职业教育领域“三全育人”为基本途径，根据《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部署，以本班建设方案为行动指南，建设立德勤学之班，培育多

元善建之才，坚持知行合一，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行五育并举，落实“课

程思政”要求，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全面发展，适应立足皖南、面向

安徽、辐射长三角地区的需要，能在生产服务第一线从事建筑设计、预算、施工、

管理和相关服务等工作的中等应用型技能人才。

二、班情分析

（1）基本情况

班 级

人数

总人

数

男生 女生 本地

生源

团员 住校 单亲 留守 家庭

困难

抑郁

32 27 5 31 2 31 8 5 6 1

个 人

爱好

体育运动 网络游戏 看小说 其他

8 25% 12 37.5% 10 31.25% 5 15.6%

入 学

成绩

200~400 400~600 最低分 最高分

21 65.6% 11 34.4% 237 547

父 母

工作

个体自营 企业职工 事业公职 其他

3 2.8% 23 71.9% 1 0.3% 5 15.6%

（2）班级特点

共性问题：1.学习方面。成绩基础薄弱，缺乏学习兴趣，目标不明确，没有

进取心，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2.生活方面。纪律意识淡薄，自制力

差，善于交往、渴望独立、勇于表现自我，容易跟风。3.心理方面。严重的自卑

感和强烈的自尊心交织，敏感的内心和浮躁的心态共存，外放的性格和内隐的心

理冲突，与异性交往充满好奇。

个性问题：刘越同学单亲家庭，很小失去了母亲，有一姐姐陪伴长大，姐姐

身体状况不佳，父亲常年打工，疏于管理，家庭困难，但成绩优异，学习认真，

需关注该生学习情况，经常鼓励，并在生活和学校资助上给予一定的帮助；钱建

一同学低保户，单亲家庭，父母很早离异，父亲残疾，母亲再嫁，常年跟父亲一

起生活，疏于管理，性格急躁，需引导其建立良好的处世习惯，并帮助在学校申

领资助；张烁同学单亲家庭，留守儿童，父亲常年在杭州工作，爷爷奶奶年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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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绩落后，缺乏老师关注和家庭关爱，多鼓励参加集体活动，引导关注个人

卫生问题。易恋同学轻微抑郁症，需经常聊天，指导室友同学关注该生情况，让

其融入集体，获得开心的成长环境。

重点领域：学习兴趣的培养，加强学生的品德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理

想和目标，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培养自律意识和情绪自我管理，培养工匠精神，

提升建筑技能水平，惩罚教育和鼓励教育并举，发展学生兴趣特长，激发学生潜

能，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健全学生人格。

三、班级建设目标

整体目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爱党，遵规守纪，注重仪表。建

立团体意识和强烈的班级集体责任感，真诚友爱、乐于助人、团结向上。培养学

生的意志、毅力、信心，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完成“建立德勤

学之班，育多元善建之才”的班级目标，营造积极向上、民主和谐、拼搏奋进的

班级氛围。

个体目标：聚焦核心素养，践行“三全育人”，依托积极进取的班风，培育

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人际交流与合作能力，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

意识，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全面发展，适应立足皖南、面向安徽、辐射长

三角地区的需要，能在生产服务第一线从事建筑设计、预算、施工、管理和相关

服务等工作的中等应用型技能人才。

阶段性目标：

四、班级建设内容

以“立德、勤学、多元、善建”为班级建设目标，以班级思想建设、文化建

设、制度建设、活动建设等“四维建设”为抓手，建立成营造积极向上、民主和

谐、拼搏奋进的班级。

高一
树新风

立好规矩
加强班风、学风建设
培养班干自主管理
做好德育教育

高二 抓发展

狠抓学风建设 提升专业能力
增强学生自我管理能力

高三
稳提升

对高考和专业有合理的认识
有成熟的公民意识和工匠精神
稳定学生心理



建立德勤学之班 育多元善建之才

（1）思想建设

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用社会义核心价值观武装自己的头脑，加强中职学

生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学生进行职业理想教育，对职业生涯进行规划，加强学生

的职业行为规范教育，以工匠精神为重点，进行热爱劳动、崇尚实践的教育，培

养引导学生浓厚的职业兴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加强学生的养成教

育，培养学生的社会公德意识，引导中职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养成良好道

德品质和文明行为，提高职业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培养学生养成自尊、自信、

自强、乐群的良好心理品质，整体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引导中职学生树立

安全意识 、环境意识、 效率意识、 廉洁意识。

思想建设

文化建设

立德
爱国教育
文化教育
法制教育
文明教育
职业教育

勤学
理想教育

培养良好的学习态度
家校联合

善建
工匠精神的培养
现代学徒制建设

顶岗实习

多元
学生会

文体活动
知识竞赛

爱好特长的培养

班级建设方案

制度建设

活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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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建设

制定富有特色的班级口号、班歌，班风、班训等，努力营造健康向上、富有

成长气息的班级文化氛围，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培养班级的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

发挥每一位学生的创造力，积极参与班级布置并定期更换，让每一堵墙都“说话”，

形成班级良好的物质文化环境。

（3）制度建设

班级制度文化是班级文化的重要组份，它既是班级文化的反应，也是班级文

化建设的重要的保障。优化的班级制度文化不仅可以提高同学们的自身修养，形

成科学的价值取向，也是形成浓郁班风学风的基础。优化的个人和集体是相辅相

成的，再结合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建设团结民主有特色的和谐班级。

（4）活动建设

要积极组织开展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劳动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

有益于学风建设和素质教育的活动。达到创建优良的班级文化，丰富的同时增进

同学间的感情。通过组织各项比赛、运动的活动教育，开展团活动、知识竞赛、

主题班会等各种形式，以及各项活动的相互促进，对同学们的思想政治素质的提

升人文素养，交际以及学习能力等各方面的和谐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采用校企

合作，“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提高学生实践应用操作能力，强化专业技能素质,

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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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措施

为建立德勤学之班，培育多元善建的学生，创团结友爱，积极向上之风。依

据文化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活动建设四个方面为抓手对班级进行日常管

理。

（一）全面性思想建设

（1）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和核心价值观教育。发挥青年团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借助“青年大学习”融媒体平台，加强理论信念教育。进行“传承红色基因”

系列教育活动，利用“七一”、国庆等时间节点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观看革命电

影，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学雷锋等引导学生建立“两个自信”，拥

护党，坚定社会主义中国梦的道路。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堂教学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

主渠道。要求各科教师要注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特别就是语文、政治、

历史、美术、音乐、体育与书法等学科，要加强学科渗透，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于教学过程中。

（3）开展健康安全教育。普及防艾防疫知识内容，宣传网络安全知识，进

行防溺水安全教育、交通安全教育、校园反恐教育和毒品预防教育；每天早中晚

进行体温测量并填写体温表；进行消防地震演练；每周进行班级全面安全排查；

建立班级突发病情预案应急措施。

（4）培养劳动和文明环保观念。在学校进行劳动主题班会教育，并进行校

园劳动活动，在家里进行劳动家务，做到家校联动，进行文明行为教育，开展捡

矿泉水瓶、香烟头换绿植活动，做易拉罐工艺品评比活动。

（5）关注学生身心健康情况和指导学生职业规划。班级每周开设心理健康

和职业规划课程，坚持每天跑操半小时，开展各项课外活动，进行心理普测，针

对心理问题定期组织心理辅导，健全重点学生日常心理状态跟踪机制及应急情

况；进行家校合作，共同培养学生，利用家访，了解学生情况，分析学生身心发

展情况；做好升学辅导工作，对不同情况的学生给与不同的学习意见。

（二）一体性文化建设

项目 内容

口号 眼望前方，脚踏实地，建筑 2 班，力创辉煌

班训 立德勤学 多元善建

班歌 《追梦赤子心》

班风 积极向上 团结友爱

进行班级文化建设，积极参与班级布置并定期更换，让每一堵墙都“说话”，

充分利用班级角落设置成图书角，促进班级形成爱看书、会看书、能看书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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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创建班级良好的物质文化环境。实行每日练一贴的行为习惯，做每日打卡

签到，锻炼耐心和形成向上班风。

（三）民主性制度建设

（1）班会制度。每月结合班级出现的问题和国家热点问题进行至少一次班

会活动。每次班会活动，一定要让学生成为活动的主体。他们积极参与，自行设

计，并且自己不断地进行评点、总结和更新，从而促进学生关心集体，热爱班级，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热情在班级中中传递、加强。

（2）班委例会制度。班委例会每大周至少开展一次，其余时间不定期开展，

明确各自的分工，但又不相互脱离，而是互相帮助，以兼顾的工作方式开展各项

有关工作，同时各项重要的决策和各种活动由全体班委和部分学生代表进行讨论

定夺，实现民主化，公开化。

（3）班级管理制度。班级班委的选举制度，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班

团委的各项职务的评定进行民主的选举，再结合各方面进行综合考评，实现选举

的规范化；合实际情况，对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没有迟缺情况，表现良好的同学

进行通报表扬等精神或者物质上的奖励，对违反各项规章制度的活动的集体或者

个人进行惩罚和说教，比如获得文明寝室的寝室成员皆可获得鸡腿一只，期中考

试获得前五名课获得“学习之星”称号，选择每月为班级做贡献的学生进行物资

奖励或“文明之星”称号；若存在室内外卫生扣分情况则进行罚扫。

（四）多元性活动建设

班级活动建设以班主任为主导，发挥学生主体地位，开展各种有益身心健康

的文体活动、传统文化活动、劳动教育活动和技能训练活动等有益于学风建设和

素质教育的。

（1）传统文化活动。开展“我们的节日”（清明、端午、中秋）主题教育

活动，中华经典诵读、中华诗文诵读活动、拍摄庆节日短片、“小小百家讲坛”、

“少年传承中华美德”活动，书法、国画、中华武术进校园，“戏曲进校园”活

动等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孝德校园创建活动。

（2）文体活动。结合不同纪念日，如建党 100 周年，开展唱党、写党、爱

党活动，培养爱国情怀；针对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举行不同的体育比赛，鼓励他

们参加学校的篮球队和足球队等；举办班级体艺节，如拔河、毛毛虫比赛，锻炼

同学之间的协调、配合能力，提高班级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

（3）劳动教育活动。进行校园劳动活动，在家里进行劳动家务，做到家校

联动，进行文明行为教育，开展捡矿泉水瓶、香烟头换绿植活动，做易拉罐工艺

品评比活动。

（4）技能训练活动。在校开展“技能大练兵”活动，评比“最佳匠心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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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校进行测量训练；校外实地观看工匠工艺过程，与学校所在区域企事业单位

建立广泛联系，建立校外实训基地，为该专业学生的认知实习、跟岗实习以及顶

岗实习提供了保障。

做到人人参与人人收获，适时组织各种有助于思想政治觉悟、爱国热情、团

队精神、感恩教育等和谐文化提升的活动，并对各种活动的计划、组织和总结进

行记录存档。

六、活动安排

月份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九月
入学教育

校规校纪知识教育 开学第一课 文明礼仪教育

十月

规矩意识

抗疫情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

迎中秋庆国庆

知识竞赛

足球赛

篮球赛

校外实训

十一月

爱国主义教育

家访

运动会

感恩教育 实习心态心理教育

十二月

家访

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携手抗疫抗艾

共担健康责任

毒品预防教育

体艺节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诚信教育

一月

校园反恐

你我同行

拍摄庆元旦短篇

行为规范教育

校园测量实操

未来畅想计划

三月
学雷锋

cad技能大比拼

珍爱生命

你我同行

备考心态调整

四月

劳动最光荣

校园劳动教育

家庭劳动

清明节主题班会

五月

改革开放专题学习

新民主主义革命

防溺水安全教育

合唱比赛

防溺水知识竞赛

预防电信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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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全国爱眼班会

工匠精神

技能比拼大赛

庆“六一”

七、附录

班级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籍）号
需要关注的主要方面
（每人不超过 50 字）

1 姚泰杰 男 17 2011213104010082
班里入学成绩第一名，与普高分数线

仅差两分，工作认真负责，学习能力

强，但易骄傲，需进行挫折教育。

2 刘越 女 16 2011213104010061
单亲家庭，父亲务工，家庭条件较差，

学习态度认真且学习成绩优异，直爽

且自立，需在生活和学习上多关心。

3 阮祥志 男 17 2011213104010067
有能力，但是态度不端正；有潜力，

不要求进步，喜欢看玄幻小说，需控

制看小说时间，提升目标导向。

4 邱月 女 17 2011213104010066

班长，工作能力强，敢干事、爱干事，

父母在外务工，成绩优异，且有闯劲，

自尊心强，有些争强好胜，可挫折教

育。

5 洪嘉庆 男 16 2011213104010052
入学成绩中上游，班级无违纪情况，

但是自律性差，需关注学生学习情况。

6 杨凯 男 18 2011213104010079
班上团支书，性格内向，工作慢热，

喜欢看玄幻小说，需控制看小说时间。

7 余浩 男 16 2011213104010087
成绩优异，学生会成员，做事认真，

但是自律性差，经常看玄幻小说，需

提升目标导向。

8 孔维晶 男 16 2011213104010055

学习认真，但成绩并不理想，性格急

躁，对不懂的问题不能自主深入思考，

脊椎有损伤，不能蹲着弯腰。需关注

身体和学生情况，培养自主思考能力。

9 李华强 男 17 2011213104010057
性格正直，与同学关系都不错，但学

习成绩差，且学习态度不端正，放任

自己，培养自律性。

10 张志翔 男 17 2011213104010098
性格正直，但自律性差，性格急躁，

好面子，容易被带偏，对自我成绩要

求不高，指导树立正确目标。

11 易前程 男 16 2011213104010085
在班上存在感薄弱，对自己未来没有

规划，得过且过，爱玩，但是听老师

话，不顶嘴，需培养学习态度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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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田志 男 17 2011213104010095

单亲家庭，留守儿童，父亲在外务工，

班级纪律委员，老师的得力助手，做

事认真靠谱，在寝室是教官的得力助

手，但学习基础较差，做好学习导向。

13 闵智建 男 16 2011213104010063
在校听话，性格内向，学习认真，但

成绩不佳，需引导其掌握学习方法。

14 梅远鹏 男 16 2011213104010062
班级走读生，在校听话，无违纪违规

情况，但学习成绩较差，可增加自律

意识和目标建设。

15 龚恩侨 男 16 2011213104010049

单亲家庭，学生会成员，性格暴躁，

有一次打过同学的情况，但认错态度

好，成绩不太理想，需引导其正确的

情绪管理。

16 吴成林 男 17 2011213104010076
在校听话，话少，成绩中下游，学习

态度不端正，指导树立正确目标。

17 李园乐 男 16 2011213104010060
在校无任何违规违纪情况，在校听话，

成绩中游水平，需引导提升学习方法。

18 彭超友 男 17 2011213104010064
单亲，跟父亲长大，家庭条件较差，

学习成绩较差，对自己的未来有一定

规划，爱健身，需关注生活需求情况。

19 余维 男 16 2011213104010088

父母虽在家，但都由姐姐负责该生在

校情况，参加校街舞社团，爱跳舞，

在校成绩中等水平，可增加自律意识

和目标建设。

20 李健国 男 16 2011213104010058

家庭条件较差，母亲残疾，父亲务工，

家里还有一个妹妹，性格活泼，在校

是学生会部长，成绩中等偏差，培养

自律意识。

21 赵超 男 16 2011213104010099
性格稳重，学生会成员，成绩中等偏

上，学习能力强，但自律性差，需提

升自律能力。

22 钱建一 男 16 2011213104010065

单亲家庭，父亲残疾，低保户，一般

跟父亲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偶尔跟母

亲生活，有说脏话的情况，脾气急躁，

喜欢看玄幻小说。爱好特长是铅球类

体育项目，需引导其正确的情绪管理

和行为习惯。

23 唐福星 男 16 2011213104010071

母亲生病，父亲务工，学习兴趣不浓

厚，之前有厌学情况，话多，自律性

差，经常要求自由，安抚在校情绪，

培养在校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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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黄德震 男 17 2011213104010053

性格急躁，手机瘾大，父母不管理，

一般由其姑妈、姐姐负责在校情况，

成绩较差，对学习没有兴趣，引导目

标建设。

25 于豪 男 17 2011213104010086
在校听话，性格内向，学习认真，但

成绩不佳，需掌握学习方法。

26 叶雪峰 男 17 2011213104010048
聪明，性格急躁，能言善辩，话多，

成绩较差，学习兴趣不浓厚，可增加

自律意识和目标建设。

27 张烁 男 17 2011213104010094

单亲家庭，父亲在外务工，从小和爷

爷奶奶长大，缺乏关爱，性格腼腆，

成绩较差，爱睡觉，关注生活情况，

多鼓励。

28 邹子豪 男 16 2011213104010100
有点小聪明，性格急躁，爱迟到，时

间观念差，成绩中等，需端正学习态

度。

29 王学琪 男 17 2011213104010074
在校听话，性格内向，学习认真，但

成绩不佳，需掌握学习方法。

30 王达佳 女 16 2011213104010073
单亲家庭，母亲在外务工，学习态度

认真且学习成绩优异，直爽且自立，

需关注学习情况，多鼓励。

31 虞瑶 女 17 2011213104010089
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有爱，活泼，

性格好，爱好特长：书法、画画，但

是成绩不理想，引导正确的学习方法。

32 易恋 女 16 2011213104010084
轻微抑郁症，性格敏感，父母对这样

的情况不是很重视，需经常关注学生

心理状况，多找其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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