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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班主任作为班级的建设者和领导者,同时也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引导者和指路人,在学生的成长
过程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来看,伴随着信息化相互交融现象的普遍,许多外来的文化也逐渐
通过计算机网络迅速传播开来,这对学生思想观念的影响非常深远,同时也为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挑战。
班主任在这样一种新时期发展背景之下,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组织管理能力、个人素养,才能够真正为学
生树立起新的榜样,帮助学生快速的成长起来。由此,本文主要以“新时期背景下班主任学生管理工作方
法的创新思考”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希望通过本文研究,不断增强班主任的综合能力,为进一步优化学
生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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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uilder and leader of the class, the head teacher is also the guide of the students' healthy
growth, whic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owth of students. As far as we can see,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many foreign cultures have also spread rapidly through the computer
network, which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students' ideas, at the same time, it brings challenges to the
management of students. In such a new era of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nly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bility and personal quality, can they really set a new example for students and help
college students grow up quickl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inly takes "innovative thinking on the student
management methods of class teachers in the new era" a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angle of view, hoping that
through this article research, the class master's comprehensive ability can by strengthened unceasingly, to lay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further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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