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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
欧文在英国纽克兰纳开展了生产劳动
与教育结合的实验。 马克思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思
想。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
思主义的教劳结合思想做了创造性实践
和发展， 并把这一原理作为党的教育方
针。

20 世纪 50 年代，“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写进了党的教育方针，并纳入到
国家宪法之中， 学校把学生参加生产劳

动作为一项主课， 组织学生下厂下乡参
加工农业生产劳动。

上世纪 80 年代，学界展开了关于教
育方针的大讨论， 加强中小学劳动技术
教育的课程化和规范化建设。

上世纪 90 年代，新世纪新一轮课改
中， 义务教育阶段的劳动技术教育不再
作为单独的课程开设， 而归并到综合实
践中。

2010 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组织开
展劳模进校园活动的通知》。

实践中， 普遍存在劳动教育在学校
中被弱化，在家庭中被软化，在社会中被
淡化，在研究中被虚化的现象。

2015 年，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
话精神，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
育的意见》，提出了劳动教育的培养目标
和工作目标， 强调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
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特别强调了劳动教育的
重要性。

2019 年 11 月 26 日， 中央深改委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提出要
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贯通
大中小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
方面。

（作者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9 月 10 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
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
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而现实中，劳动教育“在学校中被弱化，在家庭中被软化，在社会中被淡化”的现象普遍存在。 如
何消除这种现象，进一步推动劳动教育？ 连日来，本报记者深入到长沙、常德、邵阳等多个市县区的
中小学探寻，发现我省许多学校正在积极引导中小学生发现劳动之美，体验劳动乐趣、创造劳动价
值、享受劳动成果，继而为中小学劳动教育打开一片新天地。

打开劳动教育新天地
见习记者 董以良

“最让学生们热情高涨的还是学校的
特色校本课《基础烹饪课》。”12 月 18 日，在
长郡滨江中学， 曾经教过 2 年烹饪课的老
师彭娟开门见山地告诉记者， 该校自 2016
年办学伊始便把劳动实践搬进了课堂，每
个年级每周一次的校本选修课里有丰富的
劳动体验内容：科学实验、烹饪，等等。

记者看到，整个校园内热闹非凡，一阵
乒乒乓乓的炒菜声从烹饪教室里传来，学
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秒变“大厨”，做起饭
菜来有模有样，辣椒炒肉、手撕包菜……他
们手中诞生出一道道家常菜。

“学生开始连葱、大蒜都不认识，还有
用刀划破手、热油烫伤等情况，所幸师生坚
持、 家长支持， 课程结束后大家都收获满
满。 ”彭娟解释，“烹饪课的开设，帮助学生
从小锻炼生存能力， 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
会生活，感知父母劳动的不易，体会劳动的
自豪感和幸福感。 ”

2019 年秋季学期， 为进一步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 让更多的孩子在动手创造中感受到生
活的美好和温度， 该校将这门烹饪选修课拓展为了
每个班的常规课。

余欢老师是这学期烹饪课的教师之一， 作为学
校专职的劳技教师，一周 10 节左右的课程有时也让
她倍感压力， 但看着这些学生每一节课都能收获动
手劳动的喜悦，余欢由衷地感到欣慰。

对于劳动教育，余欢有着自己的理解，她介绍，
明年该校还将结合 3D 打印、激光切割等高科技技术
和软件设置劳技课程，这些“黑科技”的融入很符合
初中生爱幻想和好奇的心理， 能更好地激发他们参
与到劳动活动中来。

通过开展特色课程激发学生动手劳动兴趣，作
为农村学校的常德市澧县官垸镇中学也有“独门秘
籍”。 学校于 2016 年 9 月成立了剪纸工作室，在“剪
纸能手”陈雪梅老师的指导下，10 多名教师既当“学
徒”又教学生，在一至九年级开设了每周一节的剪纸
课程，从基础到起步再到高阶，通过美术工艺激发不
同年龄段孩子动手创造的兴趣。

在校长龚红城的理解里， 劳动教育和上课教学
一样， 需要特殊的切入点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进
来。“剪纸课的开设，是对传统体力劳动课程一种补
充， 作品完成所获得的成就感能让孩子们真心实意
地投入其中。 同时剪纸需要高度集中的专注力和良
好的耐心，这个过程也锻炼了他们的毅力。 ”

除了将劳动实践搬进课堂，一
些学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开辟
了校外实践基地。

12 月 6 日中午， 在隆回县雨山
中心小学不远处的一块郁郁葱葱、
清香扑鼻的植物丛里， 10 多名师生
里热热闹闹地采摘辛苦了一年的
“收成”———红桃 K 果。 经过三个季
度的精心栽培， 这一株株形似棉花
的低矮植物上挂满了串串拇指大小
的红紫色果实。

这是老师王双进成立的科技创
新组所租借的校外科技实践活动基
地的一部分，自 2006 年开始，这一
亩二分地便成为学校劳动教育的
“主战场”。 王双进结合学校的化学
实验室带领一届届学生在这里进行
科技创新和劳动实践， 还获得不少
省内外科技创新大赛奖项。

记者注意到， 在王双进的微信
朋友圈里详细记录着一年来学生们
的劳动实践过程：种辣椒、摘丝瓜、
翻土掏粪施肥、 育苗播种除草……
每个镜头里，学生都充满着欢乐。

王双进说，“通过劳动实践，学

生身体得到锻炼， 心智不断成
长，还能学到不少科学知识。 ”

与雨山中心小学一样，长
沙市砂子塘吉联小学也开辟了
劳动基地。 走进学校大门，记者
便被校道两旁的“大自然小农
夫” 劳动教育展牌所吸引。 春
耕、夏耘、秋收、冬享，四块展牌
上记录着师生们今年四季不同
时期的劳动实践活动： 拿着锄
头在旱地翻土、 挽起裤脚在水稻田
插秧、在热浪滚滚的夏日里摘玉米、
拍卖农作物的“跳蚤市场”、食堂里
一起制作冬日美食……

负责劳动教育的老师康佩娟告
诉记者， 学校的劳动教育采取校内
外相结合的方式， 活动内容丰富多
样。“随着学校学生增多，建校时的
校内劳动基地已不能满足 53 个班
学生的实践需求， 学校近两年在外
租借了水稻田、旱地、植物花卉园，
利用每周五下午的综合实践课和周
末、寒暑假时间，联合家长开展全年
延续性的劳动教育。 ”

为了让学生真正劳有所获，该

校今年和湖南省农科院合作， 每次
在基地都会有 1 至 2 名省农科院的
博士为学生讲解相关知识。“植物也
和人一样，会受伤会生病。”5、6 月份
时，连续的几场大雨泡坏了辣椒苗，
参与种植的学生们都垂头丧气。 这
时专家们耐心地安抚解释， 帮助孩
子们重拾信心，指导他们拔除坏苗，
为辣椒“治病”。

“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劳动，
家长也是必不可缺的‘帮手’。 学校
每周都会通过自主报名的方式组织
20 至 30 个家庭去基地体验‘亲子周
末’，家长孩子一同耕种、采摘。 ”康
佩娟补充道。

相关调查显示， 国内学生每天
劳动时间在 12 分钟，国外学生平均
时间在 1.5 小时。如何让更多学生爱
上劳动？采访中，一些教育人士和专
家认为，家庭、学校、社会都有责任
营造人人劳动的氛围。

安仁县教育局副局长谢花蓉
说，劳动是学生健康成长、一生幸
福的助推器。 开展劳动教育最重要
的是真正落实、落细，老师不仅要
教育孩子还得引导家长，每一次学
校布置的劳动任务需要老师密切
联系家长督促孩子完成，通过拍摄
视频等方式进行反馈。 培养学生劳
动兴趣的关键是让孩子养成劳动

习惯，例如通过“21 天家务劳动大
挑战”，家长不能插手帮忙，学生独
立动手，通过不断坚持、慢慢自觉
地形成习惯。

“不少人对劳动教育的认识还
存在不少误区。 ”桃源县基础教育股
股长文子建也表示， 劳动教育并非
放弃现有的生活条件， 故意回归物
质匮乏的年代， 而是解决价值观问
题。 学生不会劳动，这是能力问题；
而学生不爱劳动， 且不尊重劳动却
是价值观问题。

他称，开展劳动教育，相关规
定制度是保障， 转变家长“唯分
数”的观念是关键，同时也需要有

效的评价去引导。 建立良好合理
的评价体系有利于正向引导学生
参与劳动， 把劳动教育成绩的考
核纳入学生的综合成绩考核中，
通过评比、 比赛等方式在学生劳
动过程中开展良性竞争， 能够直
接激发学生参与劳动实践的兴
趣。

针对劳动教育实施的方法和路
径， 劳动教育要实现课程化、 生活
化、系统化融入，找准课程和评价的
载体，基地通过考试、感受、创意、出
勤、表现、完成度、小组协作等形式
对学生劳动教育形成过程性、 结果
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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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孩子爱上劳动

“劳动教育：必不可少的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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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山中心小学的学生在采摘红桃 K 果

长郡滨江中学特色烹饪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