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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高考过后，全国Ⅰ卷作文题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今年的高考作文
无疑给全社会带来了一堂生动传神的劳动教育课。 而本报发起的“师生同写高考作
文”征稿也得到了大家的踊跃参与，让我们来看看老师们笔下的“高考作文”吧。

复兴中学的同学们：
你们好。
采花成蜜，蜜蜂因为劳动而美丽；织

网捕蚊， 蜘蛛因为劳动而收获； 耘田植
稻，耕牛因为劳动而被称扬。 人生在世，
离不开劳动，“民生在勤， 勤则不匮”，劳
动是财富的源泉， 也是幸福的源泉，因
此，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份劳动。

劳动是一切梦想的开端。中华上下
五千年的辉煌无不是从劳动中取得。刀
耕火种，石器打磨；铜铁飞花，机器轰
鸣，劳动强身健体，延续生命；劳动摆脱
愚昧，建设文明；劳动让我们从远古走
向现代，走向中国梦。

劳动需要每一个人积极参与。自有
人类以来，人类的分工是明确的，无论
是劳力还是劳心， 是白领还是农民，是
科学家还是一线工人，社会分工让我们

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劳动，没有永远的
不劳而获，也没有永远独立于劳动之外
的人。 没有劳动的基础，我们就不能擘
画高大上的科学； 没有亿万的打工人，
中国梦就可能是空中楼阁。

“夙兴夜寐，洒扫庭内”，热爱劳动
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绵延至今。 古
时就曾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古
训，它告诉我们，劳动是成就我们一切
事业的基础， 是我们对待事业的态度，
更是我们追逐梦想的动力。从农业社会
到工业革命， 从机械操作到信息时代，
劳动始终是我们前进的加油机，是我们
应该坚持的传统。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人不
理解劳动，甚至不愿意劳动。有的说：“科
技进步这么快，劳动的事可以交给人工
智能！ ”也有的说：“劳动这么累，干吗非

得自己干，花点钱让别人去做就好了！ ”
可是，这些人真的就能摆脱劳动吗？人工
智能要劳动开发，花钱买服务，钱也得劳
动而来。 不尊重劳动， 终究会被劳动征
服；不热爱劳动，终究会被生活压垮。

或许， 也会有人说，“我们不是不劳
动， 只是我们不想重复基础的劳动。 ”其
实，所有的劳动都无贫贱之分，任何一项
事业既需栋梁之才，也需默默无闻的奉献
之人。 没有基础的劳动一切无从谈起，每
一种劳动都会丰富、美丽我们的人生。

李大钊说过：“我觉得人生的求乐方
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
由劳动得来， 一切苦境， 都可由劳动解
脱。 ”所以，懂得每一份劳动，热爱每一份
劳动，珍惜每一份劳动，收获每一份劳动，
享受每一份劳动，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精
彩，我们的事业才会更加辉煌。

民生在勤 勤则不匮
长沙县教育局 常正祥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们复兴中学的同学

们欢聚一堂，举行“劳动即教育，我从今
开始”的主题演讲会，我作为 K2017 班一
员代表发言。

此时此刻， 我的耳边响起了教育家
陶行知的铿锵话语：“劳动即生活， 生活
即教育。 劳动与生活一磨擦便立刻起教
育的作用。

劳动是最好的教育。 劳动教育可以
促进德智体美协同发展， 可以更好地实
现“以劳立品，以劳树德，以劳修行，以劳
启智，以劳健体，以劳育美，以劳为乐”的
综合效果。

劳动是一种生活。 劳动教育就是让
我们学生从身边的小劳动做起， 让劳动
成为一种生活。 陶老当年倡导共教、共
学、共做、共生活，他曾创编过一首儿歌：
“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饭，自己的
事你得自己干。 ”我们的学生可以在劳动
中学会自主，学会沟通，学会合作，学会
主动做事情。 学会劳动就学会了生存，学
会了生活。

劳动是一种精神。 人们常说，有一种
美叫劳动美，有一种精神叫劳动精神。 劳
动才能有所得，才能有所获。我们作为学
生，首先要做好一名劳动者，成为自食其
力的劳动者。 劳动教育就是培养我们生
活自理能力， 从而在劳动中发现生活的
美， 在劳动中体验收获， 感知收获的快
乐， 让劳动精神滋养我们生命完整完美
的成长。

其实，劳动的缺失就是教育的缺失，
由此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表
现在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上， 平时缺乏
劳动锻炼，压根儿就没有劳动的意识，更
别说劳动技能了。且不说教室、寝室公共
卫生不愿打扫、不会打扫，就连个人卫生
和日常生活都难以自理，传说中“手无缚
鸡之力” 的书生都是时下我们学生真实
的写照。 我们当下的体质也令人堪忧，不
难看到， 开学军训期间晕倒者众多……
亲爱的同学们， 面对着劳动教育这个话
题，我们不妨认认真真地审视一下自己，
大家都做得怎么样？

常言道：“樱桃好吃树难栽， 不下苦
功花不开。 ”美好的东西付出相应的劳动
和汗水才能获得。当一个人明白这些东西
来之不易的时候，他才会更加珍惜，才能
体验到劳动的快乐。“劳动是幸福之本，懒
惰、 好逸恶劳是万恶之源”“勤快勤快，有
饭有菜；懒惰懒惰，忍饥挨饿”。所以，无论
是琐碎的家务劳动还是学校劳动，作为学
生都要学会去做，用心去做，学会承担，培
养自己的独立性、义务性和责任感，并从
中体味到劳动的快乐和幸福。

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携手同行，让
知识教育与生活教育结合起来， 让劳动
教育回归生活，在劳动中受教育，养成热
爱劳动的习惯，在“劳力”的同时“劳心”，
感受劳动带来的光荣和快乐。

我宣誓：我从今开始，从劳动起步，从
小事做起，请大家监督我今后的行动吧！

复兴中学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从入学开始，老师就教我们唱《劳动

最光荣》这首歌，“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
要靠劳动来创造……” 耳熟能详的歌词
让每一个同学都记忆犹新，人人会唱。

劳动创造了历史文化。意大利的比
萨斜塔，埃及的金字塔，法国的巴黎圣
母院，中国的长城……无一不是古代劳
动人民创造伟大奇迹的印证。

劳动促进了人类的进化。 在劳动
中，我们的始祖用笨拙的双手从行走器
官中解放出来，在长期使用天然工具的
过程中， 人类祖先终于学会了制造工
具，进而加快了人类的演化过程。

劳动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近几
年， 我国的科学技术不断革新和进步，
正将我国从崛起引领至复兴，创造了一
次又一次国力的提升，神舟飞船的太空

探索、蛟龙号的潜海实验、北斗导航卫
星全球组网成功、 可燃冰的开采革命、
无轨列车的开通等，都凝聚了科学家辛
劳的汗水。 我国科学技术上的飞跃，提
升了国民的幸福感、自豪感和荣誉感。

现实中的我们是怎样的劳动观念？
不少同学锄头不会用，打扫一下教室都
东躲西藏，自己的衣袜不会洗，进了菜
园草和菜都分不清……“四体不勤，五
谷不分”“手不能提，肩不能扛”“饭来张
口，衣来伸手”，成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不光彩的“名片”。 一些同学不会劳动、
轻视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认为只要
学习成绩好， 劳动的事可以请别人代
劳；一些家长也认为孩子的主要任务是
学习，目标是考上满意的大学，家务劳
动一概家长代劳， 家长劳动观念的淡
化，滋生了孩子劳动意识的缺乏。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
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我们
要自立自强， 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人
生梦想，我们要增强“爱学习、爱劳动、爱
祖国”的思想意识，积极参与到社会劳动
中来，奏响劳动最光荣的时代强音。

劳 动 创 造 价 值
平江县瓮江学区四丰小学 毛拔群

劳动即教育
我从今开始

岳阳市岳州中学 李细田

少 年 勤 则 国 兴
长沙县松雅湖中学 黄芳

复兴中学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少

年勤，则国兴”。
泱泱华夏赫赫文明，老祖宗用丰硕

的成果告诉我：民生在勤；父母用实际
行动告诉我：夙兴夜寐，洒扫庭院；日新
月异的时代告诉我：少年勤，则国兴。

我生在一个勤劳朴实的家庭，长在
国家逐渐富强富裕的时代，父母不用再
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动，他们或在企业
做一名员工， 或奔波在教书育人第一
线。我经常看到他们早起晚睡的奔波在

工作岗位上，有时连给我做饭的时间都
要挤了又挤。 从父亲早起的背影中，从
母亲辛勤批改作业的灯光下，从父母收
拾得窗明几净的居室中，我看到了勤的
影子。

这个勤是对工作的热爱，是对家的
责任，是对家人的爱的体现。 在父母的
身体力行中，我学会了洗衣服、洗碗、扫
地、整理内务，我会做简单的蛋炒饭、辣
椒炒肉。 父母高兴地对我说，不担心今
后养不活自己，只要不懒，总会找到一
口饭吃。

新时代的少年，该如何热爱劳动？
劳动最光荣， 传统的观念不能丢。

梁启超先生的话至今仍在耳边回响：万
恶懒为首。世间没有比懒更可怕的事情
了，懒字当头万事成愁。 任何时候我们
都不能忘了本忘了勤，时刻牢记“劳动

最光荣”的古训。
其次，做一个高层次的劳动者。 科

技越发展，越需要我们勤劳，勤动手，还
要勤动脑，学习文化，学习网络，学习编
程，你才可能跟上时代的脚步，跟上社
会的大潮。

再次，做个有理想、有志向、有抱负
的劳动者。 就如华为海思，没有过硬的
科技实力哪来足够的底气，没有早十年
的忧患辛劳哪来的硕果累累。勤不仅是
勤劳，智慧，还需伟大的抱负，像华为一
样，要做就做最好，要做就做最强，要做
就做到人家仰视。

华为成为时代英雄，可我们社会需
要太多这样的英雄，农业、商业、科研，
小到种田种地，大到教育科技，勤能补
拙是良训，只要不懒，我们终可以成器。

努力吧，少年。 少年勤，则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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