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毋容置疑袁 新的时代袁 人类劳动的
形态已经沧海桑田袁 发生了许多巨大的
变化遥 檀传宝认为袁 在新时代历史坐标
上袁 要用专业尧 创新的教育形式去切实
求得加强劳动教育的实效遥

野加强劳动教育一定要尊重各学段
儿童心理发展的实际尧 学习生活的实
际尧 社区环境的实际袁 耶大呼隆爷 耶一
刀切爷 的形式主义教育不可能有任何理
想的效果遥冶 檀传宝提醒袁 野专设劳动
教育的课程袁 固然是劳动教育重要着力
点袁 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袁 但是劳动教育
又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加强空间遥冶

在他看来袁 语文尧 历史等人文社会
学科袁 甚至数理化等自然学科都可能蕴
藏着大量劳动教育的素材袁 各学科领域

教学因而也都有因势利导尧 润物无声地
开展劳动教育的可能性遥 师生互动尧 校
园环境尧 课业评价尧 学校制度等教育生
活的方方面面袁 也都应当增强劳动教育
的自觉性遥 只有劳动教育有机融入全部
教育生活袁 劳动教育才能取得真正的实
效遥

在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属中学袁 学
校将已有技术课与社会实践尧 社区服
务尧 校本选修尧 社团活动整合起来袁 不
但强调数学尧 物理尧 化学尧 艺术等学科
知识的渗透与应用袁 同时袁 还在道德与
法治尧 语文尧 历史等学科教学中加大劳
动观念和劳动态度的培养袁 在物理尧 化
学尧 生物学等学科教学中加大动手操作
和劳动技能尧 职业技能的培养遥

野这种双向融合既丰富了相关学科
课程袁 又为劳动教育课程争得了更多话
语权袁 使其进入学校课程体系和日常教
学课程设置更加理直气壮遥冶 校方表示遥

檀传宝同时指出袁 当代社会的劳动
教育乃至全部教育袁 都只有在与全媒
体尧 自媒体所传播的教育信息形态的剧
烈竞争中才能取得好成果遥 没有以理服
人的互动模式尧 没有生动活泼的教育形
式袁 劳动教育就不可能真正受到教育对
象的欢迎遥

野既然时代不同了袁教育对象已经处
在一个全新的时代环境之中袁 劳动教育
就理应不断创新形式遥 故探索与时俱进
的劳动教育新形式袁 应当成为新时代全
体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使命遥 冶他最后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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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豆种植、土豆种植、种桑养蚕、小兔养殖、朵朵葵花向阳开、油菜花开金灿灿……”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快乐种养”是
最受学生们欢迎的劳动课程之一。在种养的过程中，孩子们挽起袖子、走向田间，亲身体验农场劳作，与植物、动物的生命建立起了亲密的联系。

日前，《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发布，要求大中小学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劳动教育体系。《意见》提出，实施劳动教育
的重点是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切实经历动手实践，出力流
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理事长檀传宝认为，在新时代历史坐标上，
劳动的形态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不能简单将劳动教育等同于“学工学农”，另一方面也不能否定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的重要性。

应试教育下，“劳”被漠视了

野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
不珍惜劳动成果尧不想劳动尧不会劳
动的现象袁 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
一定程度上被忽视袁 劳动教育正被
淡化尧弱化遥 冶叶意见曳中提到遥

国内外大量的调查研究证明袁
童年养成劳动习惯袁 长大后更可能
具有责任心袁 也更容易适应家庭生
活和职场工作的需要袁 而不爱劳动
的人恰恰相反袁 他们更可能成为生
活与职场的失败者遥

可是袁 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为
什么被漠视呢钥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
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尧二级研究员袁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
常务副理事长孙云晓认为袁 许多人

不是完全不明白袁 而是被应试教育
裹挟了遥 应试教育是一种反生活教
育袁自然会轻视劳动教育遥

野实际上袁 这是一种扭曲的认
识袁因为爱劳动尧会劳动不仅不会耽
误学习袁恰恰相反袁生活能力强能够
促进学习袁 有助于人的全面协调发
展遥 冶孙云晓说遥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日前在 叶人
民日报曳撰文强调袁从根本上讲袁劳
动教育就是要在全社会创造浓厚的
劳动文化袁 激发青少年学生热爱劳
动的内生动力袁 教育引导他们学会
劳动尧学会勤俭尧学会感恩尧学会助
人袁 立志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遥

发挥劳动教育的独特育人作用

南京农大实验小学的后山有近
700 平方米梯田袁 每年升入四年级
的学生就成为它的 野主人冶袁 开展
一年的种植体验活动遥 从整理土地
到播种浇水尧 除草除虫直至收获袁
学生经历了完整的种植过程袁对野谁
知盘中餐袁粒粒皆辛苦冶有了深刻的
认识袁 对自己地里收获的蔬菜尧水
果袁发自内心地珍惜遥他们在分享劳
动成果时真正体味到劳动的意义和
价值袁感受到劳动带来的快乐遥

校长霍文轩认为袁 劳动教育是
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袁 要重视劳动
的独特育人作用遥

在他看来袁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
不仅要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尧 埋头实
干的劳动精神袁还要在劳动实践中袁
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尧展开研究尧整合
知识尧解决问题袁变单一的体力劳动
为具有思维含量的创造性劳动袁提

升创新精神遥
野比如土地形状不规则袁为计算

面积袁他们根据测量的数据袁画出示
意图袁请教数学老师遥 发现虫害袁请
教科学老师和治虫专家袁 选择危害
最小的方法除虫遥 为保证最大的收
益袁还要一边种植管理袁一边核算成
本遥 冶

而同时袁 新劳动教育促使学生
社会性发展袁 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
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遥

同样是在种植活动中袁 面对大
小不等尧形状不一的地块袁怎样合理
公平地分给各个班级钥 老师引导各
班先拟出自己的分地方案袁 由推选
的代表带到年级大会上展示袁 通过
表决产生年级分地方案遥 智慧 野圈
地冶 让学生认识到社会活动要有规
则意识袁 发生矛盾冲突可以通过民
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遥

劳动教育需家校社协同推进

叶意见曳 中强调劳动教育实施途径
多样化袁 家庭要发挥基础作用袁 注重日
常养成曰 学校要发挥主导作用袁 注重系
统培育曰 社会各方面要发挥协同作用袁
支持学生走出教室袁 动起来尧 干起来遥

孙云晓特别指出袁 家校社协调育人
必须形成一个共识院 家庭教育的本质特
点是生活教育袁 生活教育的核心内容之
一就是劳动教育袁 而检验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工作成败得失的关键指标袁 就是看
是否推进了美好生活教育袁 是否重视劳
动教育遥

而在现实中袁 家长只关心学习成
绩尧 不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的现象比比

皆是遥 有些孩子袁 甚至在将要迈进大学
时袁 还没有掌握一些基本生活技能遥
叶意见曳 专门提到袁 家庭要注重抓住衣
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机会袁
鼓励孩子自觉参与尧 自己动手袁 随时随
地尧 坚持不懈地进行劳动袁 掌握洗衣做
饭等必要的家务劳动技能袁 每年有针对
性地学会 1要2 项生活技能遥

在学校袁 劳动教育也不能是 野走过
场冶 野当摆设冶遥 野在大中小学设立劳
动教育必修课程袁 每周不少于 1 课时遥
职业院校以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开展
劳动教育袁 其中劳动精神尧 劳模精神尧
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不少于 16 学时遥 普

通高等学校要明确劳动教育主要依托课
程袁 其中本科阶段不少于 32 学时遥冶
叶意见曳 中袁 对开齐开足劳动教育课程袁
不得挤占尧 挪用劳动实践时间作出明确
规定遥

社会要发挥协同作用袁 充分利用
各类资源袁 为劳动教育提供条件保
障遥 叶意见曳 鼓励企业公司尧 工厂农
场开放实践场所袁 特别是鼓励高新企
业为学生体验现代科技条件下劳动实
践新形态尧 新方式提供支持曰 群团组
织和社会机构也要搭建多样化劳动实
践平台袁 引导学生参加公益劳动尧 志
愿服务遥

劳动教育有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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