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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孩子做出怎样的饭
□ 乔杉

上好体育课，
从﹃出汗﹄开始

今秋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
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是不是意味着孩
子能够做出一锅好饭了？也未必。劳动
技能的培养，
劳动品质的提升，
是一辈子
的事，而当现行以分数为中心的教育模
式并没有得到改变，劳动课也就不可能
成为“大餐”。但不管如何，既然开设了
劳动课，
就要把这门课落到实处，
想办法
开好。既然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那就
应该努力在课程中创造更多让孩子亲身
劳动的条件。学校应该努力开好这门
课，
家长更应该积极配合，
帮助孩子上好
这门课。
中小学生会做出怎样的饭？或许
通过有限的劳动课时，谁也不能保证孩
子就此成为一个“小大厨”，做出色香味
俱全的美味佳肴。但重视劳动课、
上好
劳动课，意味着孩子将有更多体验劳动
的机会，不做出“夹生饭”
“形式饭”。仅
凭这一点，这门劳动课就值得家长期
待。

培训考证不要盲目跟风

刘冉冉

随着教育部近日发布《义
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22 年 版）》
（下 称“ 新 课
标”
）“
，不出汗体育课”
将成为
历史。新课标对体育课的运
动负荷标准做了界定，
提出要
“科学设置运动负荷”
，
每节课
班级所
□ 应达到中高运动强度，
有学生平均心率原则上在每
分钟140～160次。
（4 月 28 日 《广州日报》
）
无论从运动效果，还是
教育效果的角度来看，都应
该设法让体育课保证运动量
和强度，让学生充分地“动”
起来。按照新课标的运动强
度，孩子们上体育课肯定会
出一身汗。
上好体育课，从“出汗”开始，同时
也不能满足于“出汗”。细看标准背后
的内容，实际上是对体育与教育课程
划了一条学业质量合格线。有了运动
强度等具体标准来引导教和学，更易
于从学校体育教育的“源头”去督促学
生积极参与课内外体育学习及锻炼，
这是一个起点。接下来，各学校在体
育教学实践中要充分用好这根指挥
棒，要让孩子们能在课堂上尽情挥洒
汗水，同时也要重视引导学生课内外
结合、培养良好的锻炼与健康习惯，才
能真正把体育课上齐、
上足。
体育课上还有一些“怪现象”，新
课标也都对应作了具体要求。如针对
“这节课教篮球、下节课学武术”的情
况，新课标倡导大单元教学，强调对一
个项目的完整学习和体验，这传递出
体育教育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导向。
再如，针对体育老师总“请假”的现象，
新课标强调体育与健康 10%～11%的
课时占比，同时指出学校可根据实际
情况创造性地选择和设计其他运动项
目课程内容。通过项目“扩容”保证体
育课上齐、
上足。
今年秋季开学时，新课标将正式
施行。新学期要从“出一身汗”开始，
把体育课上齐、上足、上活，给孩子们
一个充满汗水与笑声的课堂。

品质。
不仅是教育界有识之士，即便是
向来被认为望子成龙而对孩子宠爱有
加的家长，也对于现在一些孩子懒散
骄奢、没有动手能力而头疼不已。在
家长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前提下，就需
要学校开设劳动课，家校通力合作扭
转现状。
由于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有烹饪和
营养的内容，有的家长现在就开始对孩
子的劳动课成果怀有期待。作为一名
六年级学生的家长，我同样有这样的期
待，但同时也很难想象孩子会做出怎样
的饭？在此之前，学校也曾布置过做饭
乃至洗脚的作业，还要求拍照片为证。
孩子当时也想要积极参与，但是家长一
看到孩子笨手笨脚的样子，担心孩子浪
费过多时间，所以忍不住亲手代劳。这
样做的结果是劳动作业流于形式，有时
是“夹生饭”，主要是家长代劳的；有时
是“形式饭”，
主要就是为了拍个照片。

眼下正值春招旺季，网络上各类技能培训考证广告令人眼花缭乱。
有媒体调查发现，部分培训机构以新职业的职业资格为名开展培训，乱收
费、滥发证，不少求职者被“割韭菜”。专家提醒，要辨别培训机构是否正
规、
培训是否适合自己、
证书有多大的含金量。一旦发现有上当受骗的情
况，
立即报案并固定证据，
寻求司法途径来保护合法权益。
焦海洋

为了让孩子长高，一些
家长让孩子注射抑制针和生
长 激 素 ，一 年 花 费 十 数 万 。
眼下，家长的“身高焦虑”愈
演愈烈，医院的生长发育门
诊人满为患，甚至一些身高
发育正常的孩子也加入到打
生长激素的队伍中。
（5 月 9 日 《羊城晚报》
）
在一个盛行“以貌取人”
□
的社会中，那些身材较高的
人，在社交、婚恋、求职等领
域更容易受到青睐。身高关
乎社会评价和社会竞争，一
些家长患上了“身高焦虑”；
商业资本的推波助澜，让“身
高焦虑”愈演愈烈。虽然家
长们很多时候并不缺乏对孩
子的爱与关心，但却很容易
误入歧途。
写不完的作业，上不完
的培训班，一度让孩子身心
俱疲，失去了童年应有的色
彩，也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
康。更让人痛心的是，有些人还形成了
一种荒诞、滑稽的价值认同，即为了提
高学习成绩，牺牲运动、睡眠时间是值
得的；这种扭曲的“代价论”，显然需要
纠偏。
孩子的身高固然有遗传因素的影
响，后天因素同样不可忽视。与祖辈父
辈相比，不少孩子“长势”喜人。与其被
生长激素忽悠，还不如通过家长和孩子
的努力来长高。保障孩子充足、高质量
的睡眠，除了孩子的自律自制之外，也
离不开家长“意义之网”的重塑与更新：
孩子的知识学习固然重要，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也不可或缺。
让孩子长得更高，需要做好“加减
法”，减轻过重的学业负担，增加运动、
睡眠的时间，保持均衡的营养。伴随着
教育评价改革和“双减”政策的落地，教
育生态出现了鲜明的改变；在关注孩子
知识学习的同时，也关心孩子的身心健
康、精神世界的发育和建设，这才是学
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应有的姿态。
孩子有无必要注射抑制针和生长
激素，家长要尊重专业的医学意见，家
长只有拥有强大的内心世界，才能避免
被“身高焦虑”牵着鼻子走。身高虽然
重要，提升身高却没有那么多捷径可
走，而是需要努力锻炼、自律作息和持
之以恒地坚持。
杨朝清

教育部日前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
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将劳
动、信息科技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
完全独立出来，科学、综合实践活动起
始年级提前至一年级。在标准公布的
劳动课程内容结构中，日常生活劳动
任务包括清洁与卫生、整理与收纳、烹
饪 与 营 养 、家 用 器 具 使 用 与 维 护 等 。
对新方案的这一变化，不少 70 后、80
后网友直呼：多年前的劳动课，如今又
回来啦！
（5 月 6 日 《北京青年报》
）
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劳动课程
平均每周不少于 1 课时。即便课时得
到落实，指望今天的中小学生熟练掌握
劳动技能，学会煮饭炖汤、
修理家电、
种
菜养禽，而且具有较高水准，显然有不
小的难度。开设劳动课的意义也不只
是掌握技能，更重要的还是让学生动手
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
培养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

﹃身高焦虑﹄与其走捷径还不如自律

科教新报

良法善治护航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 何娟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表决通过的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
已于 5 月 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职业教
育法内容从五章四十条完善至八章六十
九条，增加“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
“职业教育的教师与受教育者”和“法律
责任”三章，内容更加充实，对推动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月 6 日 《人民日报》
）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职业教育体系，共有职业学校 1.13 万
所，在校生超过 3000 万人。同时，职业
教育发展也面临新形势、新要求。从立
法层面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和管理体制，
势在必行。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

认识误区，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首次明
确，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
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并规定“职业学校
学生在升学、
就业、
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
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这
有利于塑造社会共识，提升职业教育认
可度。同时，职业教育离不开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强调职
业教育必须坚持“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并规定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的企业给予奖励、税费优惠等。这有利
于深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挥其在校
企合作中的作用。可以说，新修订的职
业教育法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举
措和成功经验转化为法律规范，为培养
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打
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夯实了法治基础。

推 动 职 业 教 育 发 展 ，涉 及 理 念 转
变、制度创新、体系构建、政策配套等方
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营造人人皆
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需
要法律的有力托举，也离不开相关各方
的共同努力。从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到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从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到上
线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近
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硬招实招，促
进职业教育提质培优。以新修订的职
业教育法施行为契机，相关主体协同配
合、同向发力，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保
障制度和措施，定能推动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
人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