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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辟劳育实践场所，点燃学生劳动热情
——益阳市赫山区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场所创意建设探索
赫山区教育局
在全面推进和落实新时代劳动教育
的过程中，益阳市赫山区集中区域优势
资源，全力建设形式多样的中小学劳动
教育实践场所，通过主题劳动场景、
高频
互动场景、
挑战式场景等设计，加强以孩
子为中心的劳动体验，增强相互之间的
连接、
探索、
互动，
让孩子真正爱上劳动。
一、高标准建设劳动教育综合实践基地
建设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为主题的
“益阳现代农业示范园”，开发“清溪耕心
园农耕实践基地”，整合以木艺文化为主
题的“天意木国中小学实践教育基地”，
打造“皇家湖沉浸式实践基地”以及“益
阳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组织区内中
小学生定期定点、轮流分批前往基地，学
习劳动技能，参与拓展训练，体验自主劳
动、自主生活。五大基地的活动场地、设
备设施和师资力量优良，丰富的课程既
是孩子期待的劳动“盛宴”，也是承载育
人功能不可或缺的“元素”。
二、
自主建设校园劳动教育实践场所
全区共有 106 所学校开辟了校园劳
动实践场所，占全区学校总数的 80.9%。
如龙洲小学建校伊始，
就留出一块约 300
平方米的空地，学校的荟萃园——种植

蔡建华

实践基地，用篱笆将其分成 42 小块，每
班 分 种 一 块 ；万 源 学 校 的 农 学 实 践 基
地——最美小农人果蔬园，充分利用教
学楼平顶，将一方方小菜园整齐排列在
铺有绿草皮的楼顶，学生动手种植蔬果，
搭设瓜棚；笔架山乡凤凰湖学校、腰铺子
小学、泥江口镇樊家庙中学的四季劳动
生态园，被认定为“湖南省农村中小学劳
动实践场所合格单位”。学校建设的基
地除提供劳动体验的功能外，也覆盖和
涉及德、智、体、美等多个领域，与各学校
的特色文化建设、社团班队活动、校本课
程开发等紧密结合，
相得益彰。
三、
借力行业生产场所实践场地
赫山区龙岭工业园拥有投产企业
269 家，规模工业企业 165 家，被政府指
定为全区中小学工业劳动教育基地。各
学校积极组织学生深入工业园参观体
验，如组织学生到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了解电容器、电极箔与设备制造
过程；到益阳世林食品有限公司参观竹
笋、蔬菜、水产品、家禽产品的精加工和
深加工生产线；到湖南楚牛香实业有限
公司参观生产车间，了解制作流程，品尝
牛肉食品，再到该公司黄牛养殖基地，体

验割草喂牛等。
四、
联盟建设乡镇、
社区劳动教育实践场所
全区各学校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
劳动教育，
实现目标同向、
施教同心、
资源
同聚、成果同享。一方面，邀请非遗传承
人、社区中的行家里手作为校外专家，为
师生传授劳动技能；另一方面，经常组织
学生走进社区，接触身边的劳动者，了解
乡镇、社区的本土传统技艺或高精尖产
业，
为学生未来的职业规划奠基。这样做
不仅使劳动教育充满了底气和活力，
而且
让劳动教育刻下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
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五、
着力构建中职学校劳动体验实践场所
全区共有 8 所中职学校，专业覆盖
面广，重点建设有专业计算机应用、机电
技术应用、中医护理、工业机器人、现代
种植技术等专业，有经验丰富的实训指
导教师团队和先进的实训设施设备等资
源。各初中学校分批次组织学生到中职
学校开展一日专业技能体验活动，如电
子产品 DIY 组装、工业机器人操作、无人
机飞行操作、农事活动、外伤急救等。近
两 年 ，每 年 参 与 此 项 活 动 的 初 中 生 达
3000 余人次，在体验中培养了学生执着

课文学习时，教师可以创设情境或者让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同时编排课本剧等形
式，来体现劳动教育与语文课堂相结合。同
时，教师还可以对语文课堂进行深挖，让学
生在学习语文时感受与体会劳动的光荣和
劳动的辛苦。
（二）课外阅读的劳动教育培养
语文阅读是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方
面。语文教师需要重点推崇语文课外阅读，
通过阅读与劳动有关的课外书籍，来感
受 劳 动 的 美 好 ，来 感 受 劳 动 人 民 的 高
尚 。 语 文 老 师 可 以 推 荐 杨 朔 的《荔 枝
蜜》、茅盾的《春蚕》、路遥的《平凡的世
界》等，让学生体会到阅读的乐趣，感受
到劳动的概念，以及潜移默化地增加劳
动意识。
（三）语文与劳动实践相结合
在语文教学当中，可以通过布置相
关日记来增加学生的劳动体验。比如，
帮爸爸妈妈做一两件力所能及的家务劳
动，或者观察父母劳动的一天，或者是参
与父母进行的家庭劳作。通过实践来感
受劳动的快乐，并将自己一天所做的事
情写入习作，使学生能在劳动过程中训
练语文学科技能。
然后，就学生的参与评出一个班级
劳动模范，让学生来分享自己的劳动感
悟，并记录下来做一个文化墙，让学生对
自己的劳动有成就感，并认识到劳动的
重要性。因此说，在劳动过程中不仅可
以丰富写作素材，同时能增加劳动能力，
对于学生的成才以及三观教育都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结语
总之，将语文学科与劳动教育相结合，
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劳动是最光荣的，
是能够创造财富的，因此学生需要增加劳动
的相关知识。语文是小学阶段的必修科目
之一，是劳动教育改革实践的重要依托，也
是培养学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小学
语文教师要立足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将劳
动意识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语文教学中。
参考文献：
[1]王爽 . 当代小学劳动教育现状及问题
研究 以大连市为例[J]. 群文天地，
2012(04).
[2]雷艳 . 结合学生实际，进行劳动教育
[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3(04).

长沙市开福区国庆二学

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

摘要：德智体美劳五育当中的劳育是基
础教育，也是素质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内
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当中要培养学生的
勤劳勇敢，必须要将劳动作为一个关键点。
因此，小学教育要与劳动教育相结合，而在
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有利于促进
学生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小学语文，
劳动教育
一、小学生劳动教育的现状
（一）小学劳动教育的危机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劳动教
育已被提到一个重要位置。然而，近年
来，由于中国传统观念和片面追求学业
成绩的影响，家长忽视子女的劳动教育，
学校里的劳动课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
用，社会上缺乏锻炼机会，劳动教育受到
轻视和冷落，劳动甚至被看作惩罚学生
的工具，这些都使人们对劳动教育的认
识陷入误区。因此说，现今的劳育处于
一个非常紧迫的状态，让学生树立一个
劳动最光荣的观念，是学校和教师以及
家长需要向学生正确培养的一个意识；
培养学生多种劳动技能，是学校和教师
以及家长现今最紧迫的一项任务。
（二）劳动教育与语文学科相结合
语文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同时也具
有传导性质。如果将语文学科运用好，
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学生各方面的学
习。所以说，在语文教育与劳育相结合
的过程中，重视语文教育是对于劳动教
育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和连接点。语文
老师要对学生的劳动教育进行系统化的
教授。
二、如何将语文学科与劳动教育相
结合
（一）语文课堂中渗透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要取得最优化的效果，需要得
到所有学科的支撑，语文学科在这方面具有
显著优势。很多语文课文都有通过歌颂劳
动或者展现与劳动相关的艰辛来赞美劳动
人民。比如，一年级上册的《悯农》，其中内
容就是教育学生要珍惜劳动成果；五年级下
册《乡村四月》描写了春忙时节农民辛苦劳
作的情景，教师可以让学生了解春忙时农村
的主要劳动，实地探访了解春忙对于一年劳
作的意义，从而对诗歌所表达的主题做更深
入的探究。

赫山区腰铺子小学 任竞时
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
工匠精神。
六、
全力建设千家万户劳动训练实践场所
每一个家庭都是劳动基地，家务是
家庭里最自然的劳动场景，孩子们在分
担家务劳动、照顾家庭成员的过程中，从
细微处的拿捏到整体设计的规划，都有
助于他们养成有条理的思维、严谨的做
事风格，从而积累体验和成长。我区以
“我爱我家”为主题，根据学生的年龄特
点布置学生积极参与家务劳动，学会打
扫房间、整理床铺、清洗缝补、烧菜煮饭，
高年级学生甚至学习修理家具、装饰房
子等，让孩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
并在家长的协助或指导下掌握一定劳动
技能。
我区以六大劳动实践场所为载体，
围绕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创新劳动
三大方面进行劳动教育校本课程的研
发，真正让学生作为劳动实践场所的主
动参与者，最大程度的深入劳动，实现中
小学生劳动教育的培育体验与劳动技能
的认知与习得，点燃了学生参与劳动的
热情，提高了学校劳动教育质量，推进了
区域劳动教育优质均衡协调发展。

立德树人，探索高职院校图书馆服务新模式
——专访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长伍丹阳
□ 李向

李礼

立德树人是大学育人理念和根本
任务，也是高校图书馆的基本目标和价
值指向。近年来，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
术学院图书馆将“三全育人”全面渗透
到日常工作之中，探索高职院校图书馆
服务新模式，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提升服务质量与水平，
推进服务育人
对标对表“立德树人”和“三全育
人”，图书馆在窗口服务工作中言传身
教，以高尚的职业素养去传递服务态度
与技能。
“作为馆长，让学生在图书馆能
沉下心来读书，找到学习研究、创新发
展的资源。
”
伍丹阳说。
近年来，图书馆借助现代网络信息
技术，创建由智慧图书馆门户、学科服
务平台、电子文献借阅机等组成的智能
化、立体化服务平台，拓展图书馆的服
务方式和功能，增强服务的精准性、便
捷性、持续性，
协同推进服务育人。
“师生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我
们就要及时跟进，这就是图书馆的简单
而又贴心的理念。”伍丹阳说。图书馆
所取得的工作成就和突破，如独唱“育
人戏”到多方联动合奏“育人曲”转变，
都离不开精准的服务理念。
针对学院教学科研、职业技能大赛
等重点工作，图书馆还开展图书采购和
数字资源建设，如建设职业能力与创业
学习资源数据库等。
“ 图书馆网站上的
每日荐书等，让我能阅读到想看的好书
籍 ，尽 情 享 用 文 化 盛 宴 ，提 高 自 身 素
质。”铁道建筑学院地下隧道专业欧阳
志说。
创设育人文化环境阵地，实施文化育人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图书馆在阅
览室设置“党史图书专栏”，突显红色主
题，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理论、党风廉政建设等图书集中摆
放，方便师生快速查找借阅资料，实现
从被动满足到主动引导，达到师生共育
和教学相长。
“图书馆将立德树人贯穿于读书文

化活动中，做到月月有活动，活动见主
题，如党史学习教育是读书活动的重头
戏。”伍丹阳说，
“ 作为一名图书馆工作
者，始终要做好协同育人工作，打造特
有文化育人品牌。
”
在图书馆开设的校史馆，各种展示
的实物、图片、文字，凸显了学校每一个
阶段的发展历程，是一部鲜活的中国近
现代铁路发展史。
“参观校史馆后，我感
受到流淌在血脉中的铁路精神和品格，
这将成为我前行的动力，激励我努力学
习。”铁道机电学院动车组检修专业张
博文说。
作为校园和社会文化的建设基地，
图书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高度重
视文化育人工作，营造良好的学习氛
围，如在走廊和阅览室中布置主题教育
文化墙等，加强对学生进行励志成才教
育，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荣誉感。
创新育人载体和手段，提升育人水平
为了调动学生阅读积极性，图书馆
以育书香学生、建书香校园为目标，举
办丰富多彩的系列读书活动，如好书荐
读、读者之星评选、书香班级评选等，荣
获“第三届三湘读书月活动”书香校园
奖；每年对师生到图书馆借还书情况进
行统计和排榜等，让师生爱读书，读好
书，
好读书。
自 2019 年以来，图书馆以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为出发点，开展各类竞赛活
动，如“起点杯”党史网络知识竞赛、
“寻
找真善美、传递正能量”摄影大赛等。
在省高职高专院校信息素养大赛中，该
校师生荣获多个奖项，这既发挥师生特
长和潜力，
又让师生学习知识和经验。
“崇学尚知促馆建，
文化上的东西是
共通的，
作为老师再来从事图书馆工作，
更能了解师生的需求。
”
伍丹阳说。近年
来，
图书馆不定期播放经典电影，
如《建国
大业》等，
增强了学生们的家国情怀，
让他
们读以修身、
读以做人、
读以处事，
成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