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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班主任是班级的核心,是学生学习的领导者和指导者。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小学老师,您需要具备
一定的管理技能和丰富的知识体系,才能使用合理的管理系统来带领自己的班级。一个班级有很多学生,
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些人整合在一起并不容易。此时,反映了班主任的重要性。班主任应从
大局出发,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处理班务,提高班级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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