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唱响时代主旋律 舞出人生新姿态 

                                      ——18 级社会文化艺术 2 班班级建设方案 

一、 建设思想 

以生为本，开展合适的教育，关注学生的精神成长和技能历练，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全面发展。 

二、 班情分析 

1．学生基本情况 

班级基本情况（个体特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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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瑞轩 男 18 2011210110

010442 

做事积极主动，具有奉献精神，但对手机依赖

较大，学习方面需督促。 

2 陈娜 女 17 2011210110

010444 

体育委员，随迁子女，住厂宿舍，2 个弟弟 2

个妹妹，需关注生活上可能面临困难。 

3 程静怡 女 18 2011210110

010445 

身材偏胖，较内向自卑，需关注是否遭受校园

欺凌。 

4 程鑫 女 17 2011210110

010446 

成绩中等，遵规守纪，容易成为被忽视的群

体，需关心其生活及学习情况。 

5 董嘉嘉 女 18 2011210110

010447 

爱打扮，有早恋情况，需关注仪容仪表及早恋

问题。 

6 杜心如 女 18 2011210110

010449 

学习委员，成绩优异，随迁子女，定居本地，

有抑郁表现，需关注心理问题。 

7 樊宝燚 女 17 2011210110

010450 

父母离异，作业上惰性较强，言语较少，需关

注学习情况及心理动态。 

8 方波 男 18 2011210110

010451 

缺乏目标，主观能动性不足，需督促学习。 

9 方晶 女 18 2011210110

010452 

团支部书记，做事积极认真，成绩优异。 

10 甘道民 女 18 2011210110

010453 

成绩中等，遵规守纪，容易成为被忽视的群

体，需关心其生活及学习情况。 

11 甘萍 女 18 2011210110

010454 

父母离异，做事积极，但学习压力，人际交往

压力较大，需关注心理状态。 

12 甘夏盈 女 18 2011210110

010455 

父母离异，喜欢化妆，喜欢文艺，参与活动积

极性高，需关注仪容仪表问题。 

13 洪诗琴 女 18 2011210110

010456 

组长，成绩中等，遵规守纪，有为班级做事的

意愿，可加强锻炼。  



14 胡郝 女 18 2011210110

010457 

有失眠情况，需关注心理健康。 

15 黄项宇 男 17 2011210110

010458 

父母离异，有过拾金不报情况，需加强诚信教

育。 

16 黄紫轩 女 18 2011210110

010459 

母亲离家出走了，有早恋现象，需加强引导。 

17 蒋一帆 女 17 2011210110

010460 

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较弱，需关注人际交往方面

的问题。 

18 李善香 女 18 2011210110

010461 

父母离异，任班长，班级管理较出色，但寝室

卫生状况有待提高。 

19 刘郝阳 女 18 2011210110

010463 

性格大大咧咧，为人仗义，但不爱学习，需引

导。 

20 刘婧 女 18 2011210110

010464 

成绩中等，遵规守纪，但会面临人际交往方面

的困惑，需关注心理状态。 

21 刘欣雨 女 17 2011210110

010465 

有抑郁倾向，需关注心理动态。 

22 刘玉滢 女 17 2011210110

010466 

父亲因意外去世，存在私藏手机、谈恋爱问

题，需时常关注违纪问题。 

23 卢秀源 女 18 2011210110

010468 

不愿与人交往，对班级认同感不高，喜欢请

假，需帮助其融于集体。 

24 路华念 女 18 2011210110

010469 

文艺女生，爱好写文章，和班级张志强互生好

感，需加强异性交往方面教育。 

25 罗杨洋 男 18 2011210110

010470 

父母离异，性格内向，需关注是否遭受校园欺

凌。 

26 梅傲竹 女 17 2011210110

010471 

成绩中等，遵规守纪，容易成为被忽视的群

体，需关心其生活及学习情况。 

27 彭家欢 女 17 2011210110

010472 

父母离异，有抑郁倾向，需关注心理状态 

28 彭娅楠 女 18 2011210110

010474 

父母离异，学生努力上进，但数学、英语基础

较差，需加强。 

29 沈乐 女 17 2011210110

010476 

早恋，需关注是否存在过分举动。 

30 施希彤 女 18 2011210110

010477 

父母离异，寄住姑姑家，缺乏自信，需多鼓

励。 

31 谭诺 女 17 2011210110

010478 

父母离异，性格文静，成绩优异。 

32 汪丽娟 女 18 2011210110

010479 

做事积极，学习认真。 

33 夏雨欣 女 19 2011210110

010481 

父母关系紧张，需关注家庭环境可能引起的学

生焦虑 

34 项庆秀 女 17 2011210110

010482 

成绩中等，遵规守纪，容易成为被忽视的群

体，需关注 

35 项卫萍 女 18 2011210110

010483 

性格内向，交际圈较窄，需关注情绪变化，防

止遭受校园欺凌。 

36 肖奕涵 女 17 2011210110

010484 

甲亢，需关注健康状态。 



37 谢若言 女 18 2011210110

010485 

癫痫，需关注健康状况。 

38 许庆诺 男 18 2011210110

010486 

走读生，学习困难，需与家长常联系，关注学

生在家期间学习情况。 

39 杨德芹 女 18 2011210110

010487 

随迁子女，体质较差，常请假，需关注身体状

况。 

40 杨聂 男 18 2011210110

010488 

成绩优异，较文静，参与班级管理的积极性有

待提高，需调动。 

41 姚佳怡 女 17 2011210110

010489 

父母离异，性格强势，做事易冲动，需关注是

否涉及校园欺凌。 

42 张倩 女 17 2011210110

010490 

成绩中等，遵规守纪，容易成为被忽视的群

体，需关心其生活及学习情况。 

43 张瑞 女 18 2011210110

010491 

父母离异，喜欢用手机接触社会人员，需关注

人际交往。 

44 张水芒 女 18 2011210110

010492 

成绩中等，遵规守纪，假期喜欢出去玩，需关

注社会人际交往。 

45 张庭 女 18 2011210110

010493 

有早恋现象，常参与是是非非，需加强引导。 

46 张志强 男 17 2011210110

010495 

随迁子女，家庭情况较差，需关注是否存在生

活困难。 

47 郑小艺 女 17 2011210110

010496 

惰性较强，有欺瞒情况，需关注诚信问题。 

48 朱梦莹 女 18 2011210110

010497 

成绩中等，遵规守纪，容易成为被忽视的群

体，需关心其生活及学习情况。 

班级学生基本情况（整体特征）表二 

班级 

人数 

总数 男生 女生 团员 住校 离异/单亲 留守  

48 7 41 2 47 16 34  

个人 

爱好 

体育运动 音、舞、美 网络游戏 阅读 

6 40 31 24 

心理 

健康 

社交恐惧 疑似抑郁 不自信 正常 

8 3 12 25 

父母 

文化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其它 

13 27 3 5 

父母 

工作 

务工 务农 国家公职 企业员工 

12 8 5 23 

 

 

 



2．班级特点 

学习专业：社会文化艺术 

（1）专业学习有兴趣但难度大。学生文化课基础薄弱，但对专业课音乐、舞

蹈、美术等感兴趣。学生普遍家境一般，不具备音乐、舞蹈、美术相关的基

础，故前期学期学习难度相对较大。 

（2）自信不足，态度缺少。大部分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学业成绩不好，长期处于

班级末尾位置，大多被老师忽略，久而久之，学生自我否定，不愿意努力，害

怕失败，采取得过且过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来进行自我保护。 

（3）自我管理需加强。班级学生除一人外全部住校，女生多，管理难度大，责

任重，且义务阶段家校关注不够，学习和生活习惯较差。到我校后，家庭协同

教育也难道位。 

3．重点关注 

（1）关注学生心理。家长的缺位导致学生的心理问题突出，常见问题有：社交

困难或恐惧、抑郁、自卑等。需重点关注。 

（2）关注学生课余生活。住校生多，女生多，在校时间长，需密切关注住校生

课余生活，防止沉溺手机、校园欺凌、男女非正常接触等问题的发生。对于已

经发生的情况要积极引导。 

（3）关注学生的“德业”。培育学生精神成长，培育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职业

素养，在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学生爱国情怀，加强学生品德修养上下功

夫，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 建设目标 

1. 班级目标：努力营造乐群、向上的集体氛围，打造团结、自信的班集体。 

2.个体目标：聚焦核心素养，依托积极进取的班风，培育“有积极阳光自信的心

态，有良好的人际交往和组织协调能力，有音乐、舞蹈、美术等基础知识和较

为娴熟的技能，有良好的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的生

活方式”的五有学子，使学生的成长符合身心发展规律，符合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培养成为爱党爱国、拥有梦想、遵纪守法、具有良好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

习惯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成为敬业爱岗、诚信友善，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四、 建设内容 

1. 建设班级精神文化，孕育班级精神。 

       建设班级文化，孕育“自信、友爱、精技、敬业”的班级精神，建立良好的

班级生态，创建优秀的班集体，实现环境育人，集体育人。 

  2. 订立班级规范，推进自我管理。 

动员全班学生参与班规制定并根据班级发展情况对班规进行完善，引导学

生由他律走向自律。 

3. 增长学生学识，促进学生成长。 

实施“阅读+实践+反思”模式来促进从理论中获得方法，在实践中验证理

论，在反思中内化知识，促进学生成长。 

4. 建立班级、学生成长档案 

建立班级成长档案和学生个人成长档案。班级新闻处对班级各项活动及班



级日常生活、学习情况进行文字、影像等形式的记录并归档。班级赏罚处对学

生违纪、荣誉等情况进行记录并归档。通过档案的形式记录班级及学生个人的

成长轨迹，增强学生的班级荣誉感，树立学生的自信。 

5. 加强家校联系，形成教育合力。 

       由班级新闻处将学生学习、生活日常，荣誉、成长瞬间发布到家长群，让

家长能够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日常及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引导家长关注学

生的成长。 

五、 主要措施 

1. 熟悉环境，找到归属。 

（1）带领学生熟悉校园环境，了解学校发展历史，展望学校未来，以参加军

训、入学教育，校规校纪学习，就读专业介绍，召开“我理想中的高中生活“主

题班会等形式和内容触发学生进行学校认知，专业认知和自我认知，引导学生

以积极昂扬的斗志迎接高中生活。 

（2）采用自我推荐、民主选举的形式构建临时班、团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地位，面向全班学生征集班名、班徽、班歌、班级口号，在学生思想碰撞中，

言语交流中，初步形成班集体，让学生找到归属感。 

2. 了解专业，谋求发展。 

班主任及专业课老师利用班会课向学生介绍本专业三年课程设置，各阶段

需要达成的目标，取得的证书以及未来的成长途径，让学生明白自己要学什

么，以后可能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同时向学生传达国家关于基础文化建设的

相关精神，让学生感受到历史使命感，初步树立成为文化传播者的目标。 

 



3. 自律奋进，实践历能。 

（1）建立班级制度，激发学生主体意识。一个班级的正常运作离不开一套完整

的班级管理制度。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班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应该发挥

学生的主体地位，且作为被管理者的学生直接参与制度的制定和完善，使之更

具民主性、科学性，更易被学生认同，为制度的落实打下坚实的基础。科学的

班级制度不仅能够保障班级的正常运转，还能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班级管理的积

极性，增加每一位学生的主人翁意思，使师生紧紧团结在班级旗帜下，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打造团结、自信的班集体。  

（2）建立班级自主管理机制。班委抓常规树规矩，团委搞活动建思想。细化分

工，推行岗位责任制，岗位竞聘制，值日班长制，轮岗制等让更多的学生能够

参与到班级管理中来，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人人能管事。培育学生

的管理意思，集体意识。 

（3）主抓技能训练，保持与任课教师联系，掌握学生学习动态。本专业的技能

课包括音乐、舞蹈、美术等，学生基础薄弱，课程学习难度较大，初期如果不

加强督促，学生会因为畏难情绪自我放弃。故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外各项活

动，如：笔墨留香、抗疫画展、元旦汇演、五一汇演等。活动不仅是学生能力

的试金石，也是学生职业认同，能生动力的源泉。 

4. 以个人培育目标为抓手开展班级活动。 

班级活动重要的育人途径，以培育“有积极阳光自信的心态，有良好的人际

交往和组织协调能力，有音乐、舞蹈、美术等基础知识和娴熟的技能，有良好

的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五有学子为抓

紧开展活动育人。 



（1） 秉持积极阳光自信的心态 

利用网络、现实素材，积极开展阳光心理系列班会课。高一从人格品质

（如感恩、宽容、友善、合作、责任等）、高二从情感能力（如挫折、沟通、态

度、赞美、交友等）、高三从职业态度（如敬业、服务、诚信、乐业等）等角度

切入，让积极向上的阳光照进其心灵。班级女生较多，人际交往情况复杂，部

分缺乏自信的女生会遭受来自班级内部或者外部的校园欺凌，部分女生在与异

性交往过程中行为失矩。故日常班会时常对学生进行“对校园欺凌说不”、“如何

正确与异性交往”等主题教育。 

利用班会课、文化墙宣传社会文化专业就业动态和前景，帮助学生树立职

业自信。利用轮岗制唤起学生参与班级管理的积极性，利用班级管理制度提升

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对于表现积极的获奖学生予以展示和奖励，发挥榜样

的作用。 

（2） 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和组织协调能力 

       高一阶段鼓励学生参加学生会、社团，这样既是对学生能力的锻炼，也是

帮助学生尽快熟悉环境，扩大社交的有效方式。 

高二阶段鼓励学生发挥所长参与班级建设，班级采取岗位责任制和轮岗制，

力争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参与到班级管理中，管理过程中锻炼学生的人际交往能

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对于能力不够的学生要积极引导，从旁协助，逐步提升学

生做事积极性。 

高三阶段全面放手让学生组织团建、春游、聚餐等活动。 

对于有社交恐惧和社交困难的学生，班级组织“手拉手”活动，让活泼开朗

的学生一对一帮扶，这样既能让被帮扶学生感受到班级大家庭的温暖，也能让



帮扶者收获好朋友。 

（3） 习得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娴熟的技能 

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学校各项活动，如笔墨留下、金秋诗歌朗诵、元旦文艺

汇演、五一手工展等，学生学有所用，以赛促练，不能能够拥有获得感从而树

立职业自信，还能锻炼自己的个人能力。 

高二时，在父亲节、母亲节、教师节等特殊时间节点，开展各种形式的感

恩教育，包括制作手工贺卡、“角色互换“等。 

高三时，组织学生进社区、养老院、幼儿园等场所进行慰问演出。 

（4） 养成良好的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 

        高一阶段组织学生参加学校德育实践周活动，通过活动，传承吃苦耐劳的

优良传统。劳动过程中，学生也能切实体会到保洁阿姨的辛苦，促使学生爱护

环境，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高二阶段开展学生假期家务活动，要求学生每周末帮家长完成一件家务活

并拍照打卡，将学生打卡照片作为素材保留。 

        高三阶段组织学生参加文明交通岗志愿活动，在实践活动中对学生进行安

全教育，志愿服务教育。 

        日常生活中也会对学生寝室内务提出要求并不定期检查，检查结果纳入量

化考核，对于完成情况不佳的寝室和个人要利用班会课通报并跟踪整改情况。 

（5）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高一开展以寝室为单位的各种体育比赛，如羽毛球比赛、跳绳比赛、乒乓

球比赛，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还可以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竞争

意识。 



        高二组织学生春游爬山，向学生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放下手机，亲近自

然，磨砺迎难而上的优秀品质。 

        高三发起假期每天一万步的挑战，对于能够完成任务的学生进行物质奖励，

借此倡导学生养成散步的良好行为习惯。 

        同时对于学校组织的跑操、运动会、体艺节等活动，班级都是积极组织学

生参与并严格督促学生完成任务。 

  

六、日常德育活动安排 

时间 内容或主题 参与人员 主持人 

每日德育 
1、 人民日报公众号：新闻早班车、夜读 

2、 班级舞 

全体学生 

自愿参加 

值日班干 

文艺委员 

每周德育 
1、 周三例行周会 

2、 周一上交周记 

全体学生 

全体学生 

班主任 

班长 

每月德育 

1、 阅读一本书、期刊、杂志 

2、 月度班主任工作总结，月考核结果公布 

3、 主题活动 

4、 班委、团委工作总结 

全体学生 

全体学生 

全体学生 

全体学生 

图书管理员 

班主任 

团支部 

班干、团干 

学期德育 

1、 学期个人总结及下学期发展规划 

2、 学生成长报告 

3、 学期班级工作总结 

全体学生 

全体学生 

全体学生 

全体学生 

学生 

班主任 

班主任 

假期德育 

1、 寒暑假期规划 

2、 “每天一万步“活动 

3、 假期作业定期组织线下家长检查、线上学生汇报 

4、 社会实践活动 

全体学生 

全体学生 

全体学生 

自愿参加 

学生 

团委 

家长、学习委

员 

参加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