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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一段时间以来，，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被淡化劳动教育被淡化、、被弱化的现象日益显现被弱化的现象日益显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如何看待劳动教我们应如何看待劳动教

育育？？我们应如何进行劳动教育实践我们应如何进行劳动教育实践？？听听校长怎么说听听校长怎么说。。
思想峰汇

校长眼中的校长眼中的““劳动教育劳动教育””

看清劳动教育的样子
□ 李欣欣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教育方针历

来重视劳动教育，但劳动教育又一直

存在被淡化、弱化的危险，问题恐怕是

出在了“学习是学习、劳动是劳动”的

割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意见》出台，强调劳动教育的地位和勾

画劳动教育的蓝图，我认为就是将劳

动的本质、教育的功能、新时代的特征

有机融合，建立一个立体的、伴随学生

成长全过程的树德、增智、强体、育美

的劳动教育。

劳动应有的样子

《意见》指出，劳动教育要符合学

生年龄特点，以体力劳动为主，注意手

脑并用、安全适度，强化实践体验，让

学生亲历劳动过程，提升育人实效性，

并且不同年级有不同的侧重点。如

此，我们有了更为清晰的劳动的样子。

力所能及地干点活，适度劳其

筋骨。劳动就是要干活，要出力流

汗。反思在教育情境下的劳动，常

常带有设计痕迹和“应试”色彩，比

如为了写一篇作文而参加劳动，只

有在特定的节日或主题活动日才劳

动，劳动必红旗招展拍照留念等。

所以，在对劳动进行课程化设计之

前，我们要先看孩子们力所能及地

干点什么：自我服务就是承担自己

的责任，打扫卫生就是为了环境整

洁，实践体验就是为了增长见识。

边干边学边思，心灵手巧体强。当

然，让学生劳动并不是要他们成为“小

劳力”，学生的劳动不是生活所迫，而是

长足所需。相比成人的工作，孩子的年

龄特点、思维方式以及劳动的内容、氛

围等教育元素决定了他们的劳动过程

自然充满探究。比如像煮鸡蛋这样的

事，如果让学生做会生成许多探究课

题：鸡蛋熟到什么程度最有营养？需要

多长时间？火候怎么控制？鸡蛋是凉

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这就是朴素

的手脑并用。

从生活小事开始，有劳动才有生

活。孩子要从小体会劳动的成就感，

爱劳动的情感要从一点一滴的成就感

中积淀而来。自己做、帮家人做、完成

任务、团队合作、做自己拿手的、一起

想出新窍门……我们的生活、环境才

会越变越好。

家长要舍得，孩子才有长进。现

在，许多家长陷入一个怪圈：一方面抱

怨孩子不爱劳动、不会干活，一方面又

什么都舍不得让孩子干，包办一切。

所以，家长要从自身做起，将劳动的权

利和机会还给孩子。其实，儿童“爱

动”和“爱劳动”是一脉相承的，但他们

在长大的过程中没有时间和空间去干

活，才慢慢地“待懒了”。然而，人的前

途往往最后定格在各种形态的劳动

中，而不是定格在分数中，劳动是学习

不可或缺的内容。

劳动教育应有的样子

劳动教育历来是教育不可或缺的

内容，“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

育方针一以贯之的基本内容，但在实

践中出了问题，需要“全面加强”。《意

见》说劳动教育被“淡化、弱化”切中要

害，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警惕劳动教育

被异化的现象，这种异化实质上是“应

试”思维在劳动教育领域的变种，将劳

动教育简化、窄化，少出工、不出力，搞

形式主义。将劳动的本质特征与课程

意识有机融合，才能扎实、有效地开展

劳动教育。

课程化实施是加强劳动教育的基

本路径。从教育方针、课程计划、教材

建设等层面看，劳动教育的顶层设计

是完备的，加强劳动教育的重点是防

止学校端的劳动课程衰减。在学校实

践中，我们要对发展性课程进行设计，

让劳动课程展现关涉学校、家庭、社会

的宽度和伴随学生一年年长大的长

度；加强课程管理，防止动手实践时空

被挤压；但又要避免劳动被“过分设

计”，不能用游戏化活动替代劳动；做

实资源保证，让学生有活可干。

劳动教育的课程价值在于综合

性。劳动之所以能“树德、增智、强体、

育美”，是因为爱干活、会干活、能干

活、干好活确实是综合素养的体现。

从学生的视角看，劳动既有战胜懒惰

的挑战，又有知识和体能的挑战，还有

审美和创造的挑战。让多学科教学关

涉其中，劳动的育人价值才会被放大。

将劳动教育与学校课程开发有机

结合。将学生劳动和资源建设、课程开

发进行综合化立体设计，劳动教育可以

为学校课程生态作更多贡献。比如教

学楼内的装饰品，许多是学生的劳动产

品；高年级在实践基地制作的产品，可

以成为低年级学生的学具；为了上好自

然课，学生前人栽树、后人研究……

对劳动教育进行科学评价。评价

可分家庭劳动、服务管理、创造实践等

基本序列，从量、质、创造性等方面进

行，引导学生主动劳动、负责劳动、创

新劳动。

新时代劳动教育应有的样子

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伟大社会实践

为劳动教育提供了丰富背景和物质基

础，我们必须让社会进步的成果与劳

动教育紧密结合，才能让劳动教育有

新意、有用途、有动能。

劳动教育与美好生活。美好的生

活要靠劳动创造，劳动的指向是“怎么

创造”的能力和“自己创造”的意识。如

我们组织学生到草莓种植大棚进行劳

动实践，听草莓种植知识讲座、采摘和

品尝草莓等，这样的体验是轻飘飘的，

或者说只体验了生活的美好，而没有体

验劳动的艰辛。那么，我们就应该在种

植季节先去一次，体验一下侍弄秧苗的

烦琐与辛苦，在漫长的等待之后再去采

摘和品尝，自然有不一样的收获。

劳动教育与发明创造。如针对

“车视界”的活动开展，我们到宝马生

产基地实地观摩、到工业博物馆探寻

机械装备的发展变革，之后孩子手里

的模型、器具就仿佛有了灵性：孩子们

将自己的想法注入其中，在探索、试错

中增长能力。我们觉得，所谓孩子手

中的发明创造，不应以专利证书为目

标，而是以劳动实践中哪怕一点点微

小的改进为阶梯。

劳动教育与责任意识。如果说学

生的劳动观念淡薄，问题一定出在教育

上，所以学校要坚持立德树人，坚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劳动不可

或缺。家长也要增强劳动教育与责任意

识。家长对劳动责任意识的理解，关于

劳动的贵贱之分、好恶之情，往往在有意

无意地向孩子灌输，其实孩子不劳动才

是真正的苦果。社会也要主动配合学

校，主动安排和接待学生参加劳动实践，

让孩子了解劳动的深层含义。

（作者系教育部“国培计划”中小

学名校长领航班学员、辽宁省沈阳市

启工二校建北教育集团校长）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儿

童高尚的心灵是在劳动中培养起

来的，关键是要使儿童从小就参加

劳动，使劳动成为人的天性和习

惯。《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发布后，各级

各类学校都十分重视劳动教育，强

调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体现全方位育人理念。山东省

威海市塔山小学历来重视劳动教

育，强调知行合一。

学校习劳显特色。根据学生

年龄特点，学校一至五年级分别

确定了不同的“习劳”技能，在校

园环境卫生、绿化美化、教室保

洁、内务整理、公物维修、艺术创

客等方面为学生提供劳动锻炼机

会，进一步提升了劳动教育的效

果。基于人文、科学、艺术、语言、

道德五大领域，学校将“习劳”教

育内容进行整合，提供劳动场所，

组织学生在校内参加力所能及的

劳动，以模块式架构、社团化运

作、项目制学习，为开展学校教育

提供载体。我们还充分利用升旗

仪式、雏鹰广播、班队会、综合实

践活动、学生社团等阵地，让“习

劳”教育见实效、有反馈。

家庭习劳传家风。学校引导家

长鼓励孩子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安

排学生适量的家庭劳动作业。如一

二年级以整理内务为主，三年级以

“洗刷晾晒”类技能普及为重点，四

五年级从“美食烹饪”类劳动技能进

行推进等。自我服务、烹饪美食、洗

刷晾晒、洒扫应对、整理叠纳、社会

实践，针对不同学段特点，家校共同

推进，进行习劳技能普及培训。目

的在于让学生通过家庭劳动塑造品

行、磨炼意志、懂得感恩，让学生参

与孝亲、敬老、爱幼等活动，引导学

生践行和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收到

良好的教育效果。4月初我们还进

行“整理断舍离，叠纳巧快齐”为主

题的习劳月大赛。小小劳动，看似

简单却蕴含着人生的大智慧。正如

《习惯说》中有言：“一室之不治，何

以天下家国为？”孩子在整理叠纳的

习劳中，领悟自立自主、整理人生的

道理；理解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

含义。

社会习劳促风尚。结合研学

旅行、少先队活动和社会实践活

动，每个班每学期组织 1-2 次校外

劳动实践，加强资源建设，加强城

乡学生交流，组织学生开展手工劳

动类、科技劳动类、创意劳动类、拓

展劳动类、职业规划类、社区服务

类活动，积极拓展劳动教育平台，

为广大学生接受劳动教育提供优

质多样的服务。

为了让学生乐于习劳，发现劳

动的闪光之美，切实促进习劳活动

扎实有效开展，我们每月对习劳活

动资料进行收集和评比。我们还建

立发放“真爱天使币”激励评价制

度，坚持开展点赞、积章、争星活动，

不断提升学生参与劳动的积极性。

在劳动的过程中，学生锻炼了

思维，增长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收

获了自信心，丰富了生活阅历。这

无疑是他们成长中最珍贵的礼物，

也是逐梦路上积淀的宝贵财富。

（作者系山东省威海市塔山小

学校长）

劳动教育知与行
□ 乔锦忠

新时代实施劳动教育，要教育民

众认同劳动的价值，热爱劳动和尊重

劳动者；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理解劳动

教育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培养合

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意义。

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深刻理解劳动

与劳动教育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

的重要地位。马克思认为，劳动不但创

造了世界、创造了历史，而且也创造人

本身。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来源，凝

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决定了

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决定了商品的使

用价值，劳动的复杂程度和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决定了商品的价值量。按劳分

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分配原则，其

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补充。

热爱劳动，尊重劳动者，以劳动为

荣，追求与自己能力和贡献相称的生

活是文明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观

念之一，在社会主义社会更应如此。

我们所享受的社会财富和幸福生活是

一代又一代劳动者前赴后继不断累积

造就的。继承尊重劳动和劳动者的传

统，不断提高劳动收入在社会财富分

配中的比重，让民众认识到劳动最光

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以劳动为

荣，热爱劳动，是劳动教育能够深入人

心的前提。

按照马克思理论，劳动是使人之

所以成为人的必要手段，而育人是教

育事业的根本任务，所以劳动必然是

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之一。新时

代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克思主义指

导思想的基本保障。“欲知大道,必先

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青少

年一代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社

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关系到国家与民

族的未来。这是在新时代坚持劳动教

育的根本原因。

新时代实施劳动教育，要针对经

济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围绕新型产

业形态来开展，按照以体力劳动为主，

体力与脑力紧密结合的原则，因地制

宜探索劳动教育的具体形式。

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

生了变化，劳动教育不能简单照搬过

去的经验，必须与新型产业形态结

合。既要重视体力劳动，也要注重体

力活动与智力活动的结合。要把弘扬

劳动精神、通过劳动创造幸福生活、实

现自身价值、承担社会责任等作为劳

动教育的重点，真正做到以劳树德、以

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

对于学生而言，学习永远是第一

任务，劳动只是必要的成长途径之一，

参加劳动是为了促进学习，不能将劳

动置于学习之上。将劳动纳入学习任

务，需因地制宜。我国幅员辽阔，各地

自然条件与产业结构差别很大，在推

行劳动教育的过程中要灵活机动，劳

动实践基地建设应充分结合当地产业

特点。学校开设的校本课程和地方课

程也要紧密结合地方资源禀赋。不管

何种形式的劳动教育，都不能走过去的

老路，而要在体力劳动为主的前提下，

强调脑体结合，提高劳动的技术含量，

手脑并用，既勤于思考，也勤于动手。

新时代实施劳动教育，要充分利

用综合实践课程，积极参加义务劳动

和社会志愿服务，与职业院校合作开

展劳动技能教育，结合STEAM课程

和PBL教学，提高学生动手创造有形

作品的能力。

按照教育部要求，中小学实施劳

动教育每周不少于 1 课时。当前，中

小学已开设有综合实践课，内容包括

社会实践、社区服务和研究型学习

等。这些都是劳动教育的重要形式，

认真落实好综合实践课程的教学，就

是在实施劳动教育。

一些学校设有劳动技术教室，有金

工、木工等设备。按照教育部要求将劳

技课列入必修课，学生在劳技课中学到

的制作技艺，在STEAM课程和PBL教

学中会大有用武之地，可以实现数学、

科学、工程、技术和艺术等内容的有机

结合，创造出有形产品，而这正是世界

基础教育发展的前沿。可见，在校内开

展劳动教育绝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

是紧跟世界教育发展的前沿，强调利用

所学知识开展应用创造。

各地都有职业学校，中小学实施

劳动教育可以充分利用当地职业教育

的资源，让学生在其中学习各类职业

技能，这样既能有效开展劳动教育，也

便于学生了解职业学校，将来合理选

择职业教育。

总之，大力推进劳动教育十分必

要，但在实践中要与时俱进，既要坚持

以体力劳动为主，还要充分重视体力

与脑力活动的有效结合。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北

京市京师实验小学原校长）

在劳动中感受美好
□ 林建锋

劳动教育在小学阶段的重点应落

在让学生学会日常生活自理、养成劳

动习惯上。因疫情而生的这个超长假

期，是对学生开展劳动教育的黄金

期。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城东小学围

绕“居家劳动”这一主题，形成了基于

小学生以“生活化、课程化、项目化”为

主要特征的劳动教育新体系，将劳动

教育做深做实做细。

劳动作业突出生活化，让学生想

劳动。劳动兴趣需要唤醒。生活化的

劳动作业，能唤起学生对劳动的兴趣，

让劳动不再是一件需要额外提醒的

事，而是深入学生内心的自觉行为。

学校的劳动作业围绕家务劳动这一主

题，包括“会整理房间美化小天地、掌

握生活技能做力所能及之事”两方面

的内容，并由学生跟家长商量之后确

定一段时间内（至少持续三周不变）的

每日劳动内容，例如：布置、整理书房

和卧室，折（叠）被子，洗碗，扫地（拖

地），洗衣服（袜子、内裤），烧菜……把

商定的内容写到劳动项目中，并每天

记录劳动情况。

劳动教育致力课程化，让学生会

劳动。劳动技能需要培养。同样的劳

动项目，不同的劳动方法与技巧，会产

生不同的劳动效果。我们以课程化的

思路深化对学生劳动技能的培养。在

我看来，劳动教育的最好老师其实是

家长，最优的劳动教育方式是家长手

把手示范。因此，我们在劳动教育微

课程建设的第一阶段，要求家长把这

一切录制下来，形成一个又一个基于

具体劳动内容的视频微课，打造“从劳

动实践中来，指导更多学生到劳动中

去”的劳动教育课程化体系，以更好地

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第二阶段推出

了“‘劳动诀窍我知道’大家谈”，学生

以智慧改进劳动，把“怎样让地面更干

净、怎样让书房更整洁、怎样让菜肴更

美味……”的改进之法摄制成微课。

劳动竞赛实现项目化，让学生乐

劳动。劳动教育成果需要展示。我们

以项目化的劳动竞赛来营造劳动氛

围，展示劳动成果。3月21日-22日，

学校组织了云上“居家赋能、巧手战

‘疫’——城东小学学生家务劳动技能

大赛”。以项目化的方式开展劳动竞

赛，如针对一二年级的洗手比赛，三四

年级的针线比赛，五六年级的厨艺比

赛，让每一位学生都享受劳动带来的

物质收获和精神享受，让学生乐劳动。

当然，培养有劳动素养的时代新

人需要持续探索。我们将把重点放在

以下几方面：

注重激励性研究。深化对学生劳

动情况的多方评价，家长每天对孩子

的劳动情况进行评价，同时把劳动情

况发到班级微信群和家长朋友圈，通

过教师表扬、朋友点赞，用外在的激励

把劳动进行到底。

注重迁移性探索。能干好一件

事，就能干好更多事。劳动亦是如

此。学校倡导学生在干好了之前选

定劳动项目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件有

一定挑战性的劳动项目，致力劳动迁

移，提升劳动本领，让劳动教育触类

旁通。

注重内生性培养。学校倡导学生

以日记的方式记录“劳动带来的新变

化，劳动带来的新收获”，让学生以日

记为拐杖，用心去感受劳动之美、劳动

魅力。让学生在自我内心满足中播下

劳动的种子，唤醒学生的内心生长，让

劳动教育绽放芳华。

在推进居家战“疫”期小学生劳动

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劳动

是人的本能。小学生劳动教育只要明

确了基本要求，抓住关键期，走好关键

步，必能唤醒孩子对劳动的热爱，让他

们感受劳动的美好。

（作者系教育部“国培计划”中小

学名校长领航班学员、浙江省绍兴市

上虞区城东小学校长）

三方协同

助力劳动教育
□ 王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