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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班一块责任田，学生在劳动中
重塑品格

雨水中，天全县乐英中学劳动实

践基地里的豌豆发芽长起来，豌豆尖

肥嫩。利用这块两三亩的空地，学校

建起劳动实践基地，每个班一块，自定

主题，有的种花卉；有的种蔬菜和瓜

果。“学校探索好几年了，去年，才真正

在全校动起来。”校长高成伟说。

天全县要求每所学校要根据自身

情况，每周开设劳动课，制定劳动主

题，开展种植、主题班会、用视频+文字

形式记录劳动过程、评选“劳动之星”

等多样化活动，在活动中育人。

乐英中学初三（1）班班主任杨雅

莉班上，上学期种的是豆子、白菜和青

油菜。刚开始，她也不会种地，在班上

几位女学生带领下，师生开荒种菜，每

周要去地里管理两次。有学生吐槽说

太累，但看着班主任也跟着干，便毫无

怨言。

经过一学期劳作，杨雅莉班上的

学生再也不怕脏、不怕累，收获蔬菜

时，学生都抢着摘。这学期开学，学生

就自己跑去先锄地。

家长给杨雅莉反馈说，家里孩子

居然帮着收割稻谷，个人卫生习惯也

变好了。“通过劳动，重塑了学生的品

格，他们做事确实认真多了。”杨雅莉

说，她自己也对农事有了更深的体会。

高成伟认为，劳动的作用很大，不

仅仅是学生知道如何种地，“学生在劳

动中也更加珍惜成果，明显的感受就

是食堂的饭菜浪费情况少多了。”

开展劳动大教育，融入课堂和日
常生活

去年秋季学期，杨雅莉结合思政

课给班上学生上了一堂有关中国梦的

主题班会。其中有一点是“劳动创造

生活”，她结合学生在责任地的劳作，

让他们观察各行各业，明白靠劳动与

合作可以成就梦想。

天全县劳动教育的内在要求，就

是将劳动教育融入课堂，贯穿到学生

校内外的日常生活，而不是简单的下

地干活。今年5月是全县学校的“劳动

教育月”，教育局要求每个学校要上一

节劳动主题班会、开展一次校园劳动

竞赛、录制家庭劳动视频等等。

丰富多彩的形式让劳动教育不再

是枯燥的说教。天全县第一幼儿园结

合幼儿年龄小的特点，采用老师种植、

学生绘画的方式，让孩子们图文并茂

画植物，并看一看、摸一摸辨识各类蔬

菜和花卉。蔬菜成熟了，幼儿园又组

织孩子们给蔬菜打包，摆摊售卖。

今年因疫情学生未返校期间，老

师就直播种植过程，让孩子们“云”参

与。“家长还带着孩子在家里搞盆栽，

录制视频，与学校老师进行栽种比赛，

看谁的植物长得快。”李建蓉说。

全县第一幼儿园还将劳动教育延

伸到游戏活动中。平时球类运动结束

后，老师会引导幼儿将不同种类的球

收纳进操场靠墙的收纳铁架，动手的

同时学会分类。

乐英中学利用课后延时服务，让

老师带着学生在学校厨房做菜，时不

时还举行厨艺大赛。县城一小每周五

都要开展劳动大课堂，并将劳动教育

与传统节日融合，开展包粽子等活动。

“做家务的作文再也不用瞎编”
上学期，乐英小学六（2）班种植的

是番茄、玉米和辣椒，还有西瓜。种子

都是学生从自家带的，杨心仪带的是

辣椒种子。

杨心仪在家也帮父母干过农活，

但在学校体验的是从下种到收获的全

过程。她说，前不久，写作文《一件难

忘的事》，她写的就是班上种菜的全过

程，“经历过，写起来很顺利。”

现在，她回家会帮妈妈做更多事

情，比如做饭和拔野草。“农民种地真

的很辛苦，所以要珍惜粮食，更要好好

念书。”杨心仪说，老师布置作文，写做

家务的事，再也不是瞎编了，因为基本

上每天回家都要干。

乐英小学老师也发现，在劳作中

学生有了切身体会，写作文普遍有了

素材，不再空泛。

本报讯（记者 殷樱）日前，成

都市金牛区举行金牛区中小学、幼

儿园劳动清单发布会。会议首次

对外发布全国首张覆盖中小学、幼

儿园的《金牛区中小学、幼儿园劳

动清单（试行）》。各学段学校代

表、家长代表、社区代表及企业、高

校代表分别对清单的内容结构、编

制思路和落实举措进行解读分享。

此次金牛区发布的《金牛区中

小学、幼儿园劳动清单（试行）》是

全国首个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

体方案》和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指导纲要》精神为核心，按照

“探索建立劳动清单制度”要求，结

合金牛区区域经济社会和学校实

际编制的全学段劳动清单。

该清单编制注重体现“全劳

动”推进模式，共覆盖6个学段，内

容分为 4 大板块。6 个学段即：幼

儿园、小学低段、小学中高段、初

中、高中、中职 6 个学段。四张清

单即：目标清单、项目清单、场景清

单和评价清单4大板块。

在劳动教育目标方面，清单围

绕劳动观念、劳动品质、劳动精神、

劳动技能和习惯 4个方面，分学段

编制了一体化、递进性的目标体

系。在劳动项目建议方面，清单包

含了日常生活性劳动、生产性劳动

和服务性劳动 3大类，根据学段特

点，进一步划分为 10 余个细分类

和 N 项学校特色类项目。在劳动

实践基地建设方面，清单突出资源

整合，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组织的

多方协同机制，提出通过共建、自

建、他建3种方面，建设园地类、场

馆类、小区类、职场类4类基地，将

劳动项目融入到学习生活的方方

面面。在劳动教育评价方面，清单

根据学段差异，对小学阶段应该掌

握的基本生活技能，初中的职业体

验和高中阶段应当完成的志愿服

务时间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并且以

金牛区正在推行的“劳动护照”评

价模式为核心，对各阶段评价方式

提出指导意见。

下一步，金牛区将继续深入推

进“全劳动”工作，以校级、年级、社

区、家庭等“多张清单或计划”编制

和应用为抓手，着力探索建立“劳动

清单制度”，形成以区级劳动清单为

统领、家校社三类清单为协同育人

链接，基地课程群为载体支撑、评价

指标清单为指挥驱动的清单式推进

逻辑。同时，把清单提出的重点任

务纳入科研规划项目，建立完善区

校两级科研工作制度，积极争取重

大科研项目立项，推进市级劳动教

育试点学校申报建设，推进劳动教

育基地课程群建设项目，打造一批

劳动教育品牌学校和精品课程。

本报讯（记者 董志文）“我是青羊

教育人，我是大运志愿者。”日前，由成

都市青羊区教育局、成都市青羊区委

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成都市青羊区

政府外事办公室、共青团成都市青羊

区委员会共同主办的青羊区志愿服务

活动举行启动仪式。活动旨在大力弘

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组织动员成都市青羊区社区居民，

以志愿服务的方式积极参与和支持成

都大运会。

活动现场，成都大运会吉祥物

“蓉宝”为大家揭开了《爱成都·迎大

运日常英语 100 句》口袋书的神秘面

纱，这是青羊教育大运志愿者编写的

居民英语读本，识别每页中的二维

码，居民便可收听语音轻松学英语。

人文行走导学队的学生志愿者代表

为大家现场进行了展示，大运英语提

升队的中外志愿者代表与现场居民

进行了现场英语互动，带领大家开口

讲英语，点燃了社区居民服务大运、

用英语讲好成都故事的热情。

现场还宣读了青羊区首批大运志

愿者名单，大运知识宣讲队、大运英语

提升队、安全文明劝导队、人文行走导

学队、启智创新探索队、熊猫课程送教

队、绿色家园公约队、蓉城故事讲述

队、天府绿道服务队、爱心助困帮扶队

十支志愿者服务队闪亮登场。100 名

大运志愿者代表发出倡议，号召社区

居民争当大运精神的倡导者、弘扬者、

践行者，将“梦想”的种子播撒在社区

的各个角落，让“成都成就梦想”融入

社区居民的学习和生活中。

据了解，青羊区各大运志愿服务

队每 2 周就会开展一次志愿服务活

动，在校园里、社区中、公园内、绿道

旁，宣讲大运知识、倡导垃圾分类、带

领居民大胆说英语、给外国人讲成都

故事……志愿者们用自己的点滴行

动，为成都大运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引

领志愿服务新时尚。

锦江区
田间地头论德育

本报讯（记者 胡敏）日前，成都市锦

江区教育局把中小学德育暨劳动教育

工作会开到了田间地头，全区中小学德

育负责人齐聚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校

内劳动实践基地“三趣园”，逛园子、品

橘子、观科技种植……在与学生面对面

的交流中，感受劳动教育给学生带来的

宝贵价值。

现场参观结束后，四所德育特色学

校相关负责人作了经验汇报。成都市

盐道街小学德育处主任张蕾从课程建

设和场馆建设两方面介绍学校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的经验；成都市田家炳中学

校长助理赵纯直介绍了该校以共创成

长课为抓手创新德育形式，以培养创路

能力、领袖素养等为内容，将实现学生

生命样态的变化；成都市第十七中学生

物教师、劳动教育兼职教师幸奠艳介绍

了该校组织学生在天台种植农作物，建

设天台版“青藤农场”的经验；成都市锦

江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程智介绍，该校

劳动教育已经形成课程构建系统化、劳

动体验多样化、基地实践生活化、科技

创新现代化、评价助力成长化等特色。

“如果孩子学习只是为了成绩，心

中没有一种责任感，没有肩负着民族复

兴、祖国发展的重托，他的动力是不足

的。”会上，锦江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围

绕学校德育工作的目标和意义作了深

入分析，并表示，学校要想取得高品质

发展，德智体美劳缺一不可，未来优质

学校一定是将五育并举“并”起来的学

校。

广元市
437支中小学队伍角逐机器人
竞赛

本报讯（汪江婷 宋怀忠）自主创新

探索、小组团结协作……日前，在广元

市第二届“千训杯”机器人竞赛活动中，

该市 600 余名中小学生，组建 437 支队

伍，齐聚广元外国语学校体育馆，与参

赛选手同场竞技，开启快乐创客学习之

旅。

在机器人项目展示环节中，“太空

之旅”工程挑战赛，WER 挑战赛，超级

轨迹，“阿基米德”人形和巡线机器人，

“阿尔法”和“积木”机器人等精彩展示，

赢得与会人员阵阵热烈掌声。

据悉，本次比赛共设编程挑战赛、

LGC 战斗机器人对抗赛、飞行器挑战

赛、创意循迹竞速赛、超级轨迹赛、恐龙

竞速赛、机器人创意赛、机器人任务挑

战赛8个竞赛项目，经过激烈角逐，评委

现场评分，15 支代表队获得一等奖，21
支代表队获得二等奖，36支代表队获得

三等奖。

广元市教育局副局长黄廷全表示，

机器人竞赛是一个能激发青少年天赋

的舞台，比赛的过程对培养学生创造性

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大帮助。

希望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全市各中

小学，在推进机器人教学中大胆探索、

创新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信息

技术教学的新经验、新成果，不断推进

广元教育现代化。

恩阳区
骨干教师同课异构“大比武”

本报讯（张明）日前，巴中市恩阳区

教科体局举行了中小学首批骨干教师

同课异构课堂教学展示活动。本次赛

课提前一天从首批区级骨干教师中随

机抽签确定，进行了高中语文、高中英

语、初中语文、初中数学、小学语文、小

学数学 6 个学科组共 17 位骨干教师参

加现场展示。

“虽然被抽取的17名骨干教师准备

不足一天，但是，呈现出来的课堂却精

彩纷呈，我们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检

验骨干教师的教学水平和驾驭课堂的

能力。”恩阳区教科体局副局长彭桉表

示。

为培养师德高尚、教艺精湛的教师

队伍，恩阳区实施了骨干教师培养选拔

方案，参加此次赛课的选手，就是刚刚

通过层层选拔和命名的100名首批区级

骨干教师中随机抽取。他们以不同的

教学构思和教学策略执教同样的课题，

呈现的课堂效果独具特色、各有千秋。

本次赛课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的

方式向全区老师进行了展示，一堂堂各

具特色的好课，受到了评委和观课老师

的一致好评。通过一年的培养，骨干教

师在此次展评活动中，充分展示了教学

水平和示范引领作用。

天全县各学校在校内辟地种植，结合课堂推行劳动大教育——

不止“下地干活”，重塑品格更可贵

“今天早上，大一班的芋头大
丰收！”一大早，天全县第一幼儿园
园长李建蓉就在微信上分享师生
收获劳动成果的欢喜。

芋头是幼儿园老师带着孩子
们种下的。老师日常会带幼儿到
学校“开心农庄”参观，有幼儿说芋
头叶子像荷叶，老师就趁此给学生
上一堂区别芋头叶和荷叶的小课。

近一年多来，天全县推动学校
劳动教育，积极探索“五育并举”天
全经验。特别是今年，天全县定为

“劳动教育年”，要求学校开设劳动
课，拓展校外劳动实践基地，并开
展各类主题活动，学生在劳动中得
到全面成长。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成都市金牛区发布中小学（幼儿园）劳动清单 成都市青羊区
启动“爱成都·迎大
运”志愿服务活动

新闻动态

本报讯（记者 倪秀）日前，“爱成

都·迎大运——红领巾欢乐行”之“童

耀成都·启航大运”成长启动仪式举

行。成都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区

（市）县少工委负责同志及辅导员、少

先队员代表共 300 余人参加此次活

动。

少先队员、辅导员们在现场通过

火炬行动、星星行动、先锋行动、启航

行动四大行动开启了“爱成都·迎大

运——红领巾欢乐行”之“童耀成都·
启航大运”成长启动仪式。成都市成

华区辅导员带来小品《大运，急不

急》，通过诙谐的语言展示了少先队

辅导员“爱成都·迎大运”活动的工作

日常，引发辅导员对自己职业身份的

认同感。高新区少先队员带来了舞

蹈《胖娃上成都》，带领大家跟着熊猫

嘟嘟“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去体验

了一把成都的风景、美食、民俗，传承

天府文化，宣传家乡风采。锦江区少

先队员用新颖、活泼的 RAP 表演形

式，以饱满的热情抒发了对祖国未来

发展的祝福，深刻地将自己的梦想融

入伟大的中国梦。……

活动中，60余名少先队员和辅导

员通过参加大运飞行棋和大运快问

答游戏，在游戏中加深了对大运会知

识的了解，践行成都2021年第31届大

学生夏季运动会“绿色、智慧、活力、共

享”办赛理念，唱响“成都成就梦想”口

号。8组家庭现场参与了“大运脑航员”

知识问答，展现了成都市少先队用知识

武装头脑，用智慧争做城市小主人。据

悉，在共青团成都市委、成都市少工委

的号召下，自2020年9月以来，为聚焦

市委治蓉兴蓉系列部署，结合“每周

345·学习不落单”，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广

泛组织动员成都市各级少先队组织开

展“青少年思想武装·青春脑航员”主题

教育活动，把“爱成都·迎大运”主题深入

到少先队活动课教育中，成都市110万

少先队员学习了大运知识。

此外，活动现场还为2020年成都

市少先队辅导员风采大赛获奖个人

和集体代表颁奖，现场嘉宾共同启动

了“爱成都·迎大运——红领巾欢乐

行”成长启航号帆船。

“童耀成都·启航大运”成长启动仪式举行

天全县乐英小学学生给自己班上的禾苗施肥天全县乐英小学学生给自己班上的禾苗施肥（（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