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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动课程到劳动教育
五育行动

□ 甄 姣 赵 瑜

江西九江小学：

快乐居家劳动

本报讯（通讯员 陈海香） 日

前，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小学八里湖

校区利用暑假组织开展了“快乐居

家劳动，悦享暑假生活”的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

开展居家劳动，“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学生积极行动，力所

能及分担家务：拖地、擦桌子、叠衣

服、倒垃圾、洗碗、洗衣服、种植花

草、做简单的饭菜，在劳动中感受

普通劳动者的辛苦不易，由此学会

感恩父母、感恩家庭。

学生走进厨房，系上围腰，变

身为“小小厨师”，在父母的指导下

洗菜、切菜、倒油、加盐……学生在

厨房忙起来有模有样，不亦乐乎，

他们的劳动技能得到锻炼，在解决

各种小问题的过程中动手能力也

得到提高。

在暑假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中，学

生掌握了必要的家庭劳动技能，提高

了动手实践能力。同时，家长也认识

到孩子的能力其实是很强的，不需要

事事代劳，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让孩子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湖北红安祠堂口小学：

“打卡”科技馆

本报讯（通讯员 冯波） 为了

丰富学生的假期生活，湖北省红

安县城关镇祠堂口小学给学生提

供了广阔的科学探索空间，激发

学生热爱科学的热情，提高学生

的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实践能

力。8 月 24 日，学生“打卡”校外

实践教育基地红安县科技馆，边

参观边学习。

学生感叹宇宙自然的造化无

穷，惊讶科技的飞速发展，敬佩科

学先锋的无私奉献，更是对科技创

造未来美好生活充满了憧憬。学

生王锦程说：“我将一直保持对知

识的渴望，保持对探索的兴趣，争

取为科技强国作出自己的贡献。”

学生家长李双凤表示，这次活动让

孩子亲身感受、亲自体验，激发并

培养了孩子的动手能力、思维能

力、创新能力，是一次很有启发的

体验。

最生动的课堂在实践和行走

的路上。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科

技的无穷魅力，纷纷表示将为创造

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

陕西西安高新十中：

研学带来知识盛宴

本报讯（通 讯 员 马 佩 佩）

“双减”后的首个暑假，陕西省西

安市高新区第十初级中学的学生

在教师的陪伴下度过了一个有意

义的假期。学校为学生提供了

“行走中的课堂”，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满足了学生对课外知

识的渴求。

在研学旅行“黄土高原地质地

理研学实践”活动中，师生分别走

进延安市甘泉雨岔大峡谷、延安革

命纪念馆、波浪谷、神树涧、石峁遗

址、毛乌素沙地博物馆、红碱淖等

地，行走、记录、感悟，感受了一场

知识的盛宴。

在甘泉雨岔大峡谷，曲直交错

的线条流畅划过，光影变幻莫测，

学生由衷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沿途遇到的黄土坡面成为陕

西师范大学教授史兴民的“临时讲

堂”，他为学生普及何为丹霞地貌、

崖居从何而来等地理知识，学生听

得津津有味。

这样的活动每天都在进行，

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恣意遨游，

不仅学到了各种知识，而且深入

自然、了解自然，切身感受大自然

的精彩。

一线动态

今年 6 月的一个下午，山东省淄

博市临淄区玄龄小学贤相广场跳蚤

市场拉开帷幕，各式商品琳琅满目，

各个“摊主”吆喝叫卖，十分热闹。卖

场的环境经过精心布置，宣传标语也

煽动着“买买买”的氛围。

“老师，买一朵这个手工花吧，永

不凋谢的永生花象征永恒的感情。”

五（1）班学生郭杨钰颀追在教师王爱

霞后面卖力地推销着。“你和你哥哥

卖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他卖两块你卖

两块五，那谁还买你的？”学生刘锦泽

的班主任一脸担忧地问，刘锦泽却嘿

嘿一笑说：“老师，这样他才卖得快

啊。我们是双胞胎，做生意还分家

吗？”这是学校劳动教育课程之商业

初体验的场景，学生纷纷参与，乐在

其中。几千年前，齐国创造了上古时

代最为耀眼的商业文明，学校尝试在

劳动教育中融合齐文化的璀璨，让学

生传承古人的智慧。

行走的劳动课程

稷下学宫学者的著作《考工记》，

记述了木工、皮革工、染色工、陶工等

6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记载了先秦

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国有六职，

百工与居一焉……烁金以为刃，凝土

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

皆圣人之所作也。”这是关于手工业

的精妙记载。循着先人的足迹，学生

走进稷下文化园开展研学活动，亲手

体验扎染制作，学习染色工艺，感受

手工业职业初体验，他们不禁对《考

工记》记载的染色技艺啧啧称奇。

扎染、制陶，《考工记》里记载的

手工业技艺都是学生的学习内容。

此外，跟着《齐民要术》学习劳动技

能，也是学校劳动教育的特色。北魏

高阳太守贾思勰于临淄写下的《齐民

要术》，对16种大酱、24种食醋的酿造

工艺有着全面、详细的总结记载，还

原了齐地临淄底蕴深厚的饮食传统

风貌。贾思勰堪称中国酱醋酿造学

始祖。学生走进临淄区“巧媳妇”酱

文化研学园，了解到关于酸、甜、苦、

辣、咸这5种味道的一系列知识，感受

《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与齐国

大地的历史渊源。研学过程中，学生

体验了解到传统酱油的工艺和现代

生产工艺。通过看、闻、品等步骤，学

生还从色、香、味、形、器之中全面体

会数千年来中国酱醋酿造的故事和

文化，尝试动手酿造豆酱。

走出校门去特定的场所劳动研

学，这就是“行走的劳动课程”。别具

一格的课程让劳动教育更深入、更广

泛，更具有劳动的原汁原味。在齐文

化传承中进行劳动教育，将劳动教育

与齐文化的传承结合在一起，这就是

学校劳动课程的特色。

诗意的劳动体验

种植知识在《齐民要术》中也有

诸多记载。学校与临淄区皇城镇小

铁村实践基地长期合作，定期带领学

生学习种植等劳动技能。在小铁村，

学生走进现代化蔬菜大棚，菜花、西

红柿等蔬菜苗株依次映入眼帘，琳琅

满目。工作人员分发蔬菜幼苗给学

生，学生开始学习体验种植活动，松

土、挖坑、种苗、盖土……漫步《齐民

要术》文化长廊则是学生每次来小铁

村研学的必选项目。“触露不掐葵，日

中不剪韭”让学生了解到万物有时

令 ，更 明 白 做 事 情 要 找 准 时 机 的

道理。

除了定期借助小铁村田园综合

体、“忆当年”劳动实践基地认识蔬

菜、体验劳动，学校还开辟了“空中农

场”，依托“躬耕乐道”种植课程开展

校内种植劳动实践活动。学校现阶

段投入使用的空中农场有 2 个，建设

中的中药种植园有 1 个，总面积超过

400平方米。空中农场实践基地实行

班级承包制，每班一个固定责任区，

班级自行播种、自行管理，日常浇水

除草。自己种的西瓜、甜瓜、辣椒、西

红柿被一一采摘品尝，学生在学习文

化知识之余，对农场投入了极大的热

情，也收获了极大的快乐。

诗教也被学校巧妙内化在种植

教育中。空中农场长廊两侧墙上都

是学校精心挑选的与种植有关的诗

歌。“久种春蔬早不生，园中汲水乱

瓶罂”——自己班级种的菜没有发

芽，学生殷勤而着急去浇水时，被班

主任领着读了一遍墙上苏辙的《种

菜》，不禁哈哈大笑。田园诗歌被学

生大量吟咏，有“草盛豆苗稀”的调

侃，有“麦花雪白菜花稀”的美丽，有

“汗滴禾下土”的辛苦，有“稻花香里

说丰年”的欣喜。这些原本有些遥

远模糊的诗情，在种植劳动中瞬间

具体可感起来，种植也从单一的劳

动变成了与诗教融合的诗意体验。

在劳动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可以更好培养学生的审美

情趣和劳动情感。

幸福的劳动锻炼

劳动教育的重要目的是让学生

拥有幸福生活的能力，在中小学开

展劳动教育首先要让学生懂得幸福

生活建立在辛勤劳动之上。“周末我

当家”“小小劳动者”等活动的开展，

使得学生参与家务劳动充满仪式感

和责任感。“周末睡个懒觉，等着孩子

叫起床，吃孩子动手做的早饭，实在

是无比惬意的一件事。”四（5）班学生

力国城的母亲直言“周末我当家”活

动提升了家庭的幸福感。在学校每

年的“七彩寒假”“我的暑假我做主”

等特色品牌实践作业中，劳动专题都

是必不可少的。“7：40 做家务，11：20

收拾屋子，17：00做晚饭……”这些家

务劳动都在四（4）班学生常涵栋的暑

假计划之中。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

的特点，学校还设置了不同的任务

群，通过活动引导学生在家中坚持劳

动，从而系列化、常态化开展家务劳

动教育，使学生养成主动劳动的良好

习惯。

回归实际的劳动，比如烹饪、缝

纫、家用电器维修、农作物种植等与

学生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劳动，学

生的生长也就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他 们 的 创 造 力 被 激 活 ，生 命 力 被

唤醒。

学校把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活动

纳入劳动教育体系。植树节、学雷

锋纪念日……特殊的节日或时间节

点，学生走进小区做志愿清洁，走进

公园义务植树，走进敬老院义务劳

动，在他人赞许的目光中体验劳动

的社会价值。

常态的劳动教育

学校不仅深入挖掘齐文化中的

劳动教育元素，建立了资源丰富、形

式多样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而且研

发了课程完善、机制健全的日常生活

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课程。

教师王颖的烘焙劳动课程最受

学生欢迎。每到周四下午，烘焙教室

总会飘出诱人的香味，蛋挞、曲奇这

些精致的糕点在学生的辛勤劳作下

出炉，整个教学楼飘散着令人垂涎欲

滴的气味。

校内劳动是学校劳动教育的重

要内容。学校制定了校内劳动清单

并配套设计了评价体系，遵循人人有

岗、按需设岗的原则，利用班级微岗

位、自我周边责任区、班级卫生区等

扎实开展劳动教育课程。为了保证

日常生活劳动课程落地，学校一方面

充分挖掘校园生活元素，把草坪、花

坛、食堂、餐厅、文体设施等作为学生

劳动实践的场所，让学生承担擦黑

板、分午餐、扫地、打水、清洁校园、植

树除草等力所能及的劳动；另一方面

创新性组织防疫卫生、垃圾分类等校

内主题劳动，让校园日常劳动成为

常态。

“每天早上我都在教室门口测量

体温，这是我的劳动岗位，这个岗位

让我深深理解了医院、超市等公共场

所测温人员的辛苦，对社会劳动有了

更多的理解。”学生于子畅对自己的

岗位劳动感触很深，他还向班主任提

议轮流测温，让每个人都理解防疫工

作的重要，从而更加配合社会防疫

工作。

学校还举办劳动周开展劳动教

育成果展示、日常劳动技能比赛、“劳

动之星”评选、劳动教育文化宣传等

活动，使得学生的劳动表现量化可

视 ，极 大 促 进 了 学 生 参 与 劳 动 的

热情。

在劳动教育中渗透民族精神和

民族文化，大力推动“劳动课程”和

“课程劳动”并进，学校通过劳动时

间常态化、劳动空间全域化、劳动参

与全员化等一系列措施，全面提升

学生的劳动素养，充分发挥了劳动

教育的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等综

合价值。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

区玄龄小学）

“五育并举，融合育人”已成为新

时代教育发展的主旋律，学校作为教

育教学活动的主体，努力构建德智体

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美育在

学校教育中主要以艺术类课程教学

为载体，与其他“四育”互通交融，共

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然而，当前

学校美育融合课程的现状却不尽如

人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五育”课程内在逻辑不明，

认识偏颇。将“五育”等同于学科课

程，按照学科课程的编排形式进行，认

为学校教育中德、智、体、美、劳不同学

科课程的开设即是对“五育融合”的落

实。因此，美育课程作为学校教育中

的“短板”科目，容易成为课堂教学的

“课余补充”，在“五育融合”体系中流

于其他“四育”的点缀。

二是“五育”课程目标过度分解，

顾此失彼。“五育融合”针对的是“疏

于德、偏于智、弱于体、抑于美、缺于

劳”的不平衡教育现实，希望能够引

起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生态现状的思

考和探索。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经常体现为对智育的“压制”，认为只

要不是聚焦智育目标的发展，就是

“五育融合”。这种“顾此失彼”的现

象在美育融合课程中尤为常见：由于

美育课程本身的属性，课堂教学中较

为注重学生的体验性和参与性，教师

为了体现课程的融合趋向，将其他

“四育”以各式各样的活动进行融合，

并在思维和行动上刻意避免智育的

参与。学生在获得活动体验的同时，

却未得到应有的学科素养，这种看似

热闹的课堂教学，却因缺少必要的学

科素养及教育目标而趋于形式主义。

三是“五育”课堂教学过程割裂，

拼凑较多。教师普遍认为“五育融

合”课堂需要将德、智、体、美、劳等不

同元素共同体现在教学中，才是对

“五育”育人目标的达成。这一习惯

性认知导致课堂中呈现“加法”形式，

将毫无关联的课程形式及课堂环节

进行叠加、拼贴，以期达到教学中“五

育”元素的完满呈现。然而，过多的

刻意行为丰富的仅仅是形式和表象，

真正应该追求的内容却往往在热闹

中缺失了。例如，在《咏柳》古诗学习

中，教师为融入美育，在课程中间环

节播放了《咏柳》古诗改编的歌曲，并

在歌曲播放过程中要求学生依据自

己的感悟和理解在纸上画出“看”到

的画面。此环节的设置具有典型的

“叠加”和“拼贴”性质：从课程结构设

置来看，由于歌曲的播放出现课程环

节的断层，显得突兀且累赘；从课程

目标设置来看，学生并未通过简单的

“听歌”和“画画”环节达成美育的实

质目标。这种“五育”拼凑的课堂背

后，是对“五育”的融合性和育人性的

误解，也是对教育本质的忽略。

基于以上情况，想要创建实质性

的美育融合课程，首先需要厘清“五

育融合”的本质所在，并在此基础上

明确美育融合课程的意义，进而探求

美育融合课程的路径，最终打破“五

育融合”浅尝辄止、刻意为之的局面。

就其本质而言，“五育融合”即德

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合成

一体，共同构成的一个教育的整体。

“一体”的构成需要通过“融合”而来，

“融合”是手段而非目的，最终的目的

是“育人”，是为新时代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因此，“五育融合”的课程建设

需要把分立的“五育”目标统筹到“全

面发展”的最终目的之内，形成统一

的育人目标，将原先分离、割裂的教

育形态通过一个共同的育人目标进

行联结。

在共同的“育人目标”之下，美育

融合课程的意义一望而知。

第一，美育作为“五育”的其中一

员，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共同目

标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将

美育边缘化或作为“锦上添花”的看

法具有偏颇性，需要转变此种认识，

明确美育是“五育融合”教育有机整

体的一部分，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美育也包括“美感教育”

“审美教育”，不是简单指代学校教育

中的某一独立学科。当前学校美育

更多依托于艺术类学科课程实现，这

是由于艺术类学科课程的性质所属，

在学生的感性教育中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因此，将美育直接等同于学

科课程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五育融

合”导向的美育课程，应该是在以艺

术类学科课程为载体的基础上，探讨

“美”与德、智、体、劳等元素的融合，

实现“五育”共同育人的目的。

第三，美育是针对当前偏重“理

性教育”的现状下，协调发展教育中

感性和理性的两方面，重塑感性教育

的地位，以此达到全面发展的育人目

的。因此，美育在学校课程体系的整

体构建中，需要与其他“四育”相互协

调，在整体上达到学校课程感性与理

性的均衡。

第四，在以课时为单位的教学活

动中，美育作为平衡媒介在每节课理

性知识输入的同时，兼顾学生的感性

体验，实现理性认知与感性认识的和

谐，达成课程的均衡协调，实现整体

育人、全面发展。

这是“五育融合”课程的目的所

在，也是美育融合课程的意义体现。

只有明确了美育融合课程的意义，才

可进一步探寻美育融合课程的路径。

（作者单位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明确美育融合课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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