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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四川省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综述
■ 本报记者 夏应霞

4月22日，蒲江县教育局在西南小学召开发布会，向全县学校发
布《蒲江县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指南》，这是我省第一个县级劳动教育
课程指南；

“通过开发区域劳动教育课程资源，依托区域若干劳动教育基地，
建设基地课程群，推进劳动教育的区域落实。”4月16日，《全面培养的
劳动教育基地课程群建设研究》开题论证会在成都市石笋街小学校召
开，此项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的立项，标志着成都市金牛区全面
启动劳动教育基地课程建设研究；

4月21日，教育部发布公示，拟认定96个县区（市）作为全国中小
学劳动教育实验区，我省成都市、泸州市纳溪区、广元市利州区、眉山
市青神县进入其中……

自今年3月我省10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以来，我省各级各校不断加强顶层设
计和谋划部署，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丰富、拓展劳动教育
的实施途径，开齐、开足、开好劳动教育必修课，构建新时代劳动教育体
系，夯实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石。截止目前，21个市州中，已有8个（巴中、
德阳、乐山、眉山、绵阳、南江、内江、遂宁）召开了劳动教育工作推进会
或培训会。我省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明确提出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
举”的教育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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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意见》发布，教育部随后印发《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切实抓好劳动教育是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具体
工作中，可以与综合实践活动、志愿服
务以及学科教学统筹安排、相互融入，

协同发展、一体推进。”2020 年 8 月，教
育厅在广元市召开“全省劳动和实践教
育专题培训暨首届川渝劳动和实践教
育基地（营地）现场交流活动”，省委教
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副厅长崔昌宏在
培训中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思
想，深化认识，增强抓好劳动和实践教
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清形势，明确
任务，把握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重点和关
键；完善机制，规范管理，加快实现我省
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阳春三月，正是抓劳动教育的好时

节。3月22日，教育厅等10部门联合印
发《实施方案》，从总体要求、重点任务、支
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全省新时代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进行全面安排部署。

《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各校要围绕
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
中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等主要内容，
突出学段特点，注重城乡差别，挖掘并
依托本地劳动教育资源，统筹规划确定
劳动教育内容。小学注重培养劳动意
识和养成基本劳动习惯；初中注重培养
劳动品质和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普通高

中注重培养劳动情怀和丰富职业体验
教育；职业院校注重培养劳动精神和
提高职业技能水平；普通高等学校注
重培养劳动观念和创新创业能力。

“落实必修课是劳动教育最关键
的环节！”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要
切实保障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
于 1 课时；职业院校以实习实训课为
主要载体开展劳动教育，其中劳动精
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不
少于16学时；普通高等学校明确劳动
教育主要依托课程，其中本科阶段不

少于32学时。
除必修课外，加强学科融入，建设课

程资源，开展课外劳动，在各学段进行劳
动教育的课程设置与优化。《实施方案》要
求，深入挖掘学科、专业课程中的劳动教
育元素，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研制中
小学劳动教育课程指南，修订劳动教育教
材，研发劳动实践指导手册，指导劳动教
育实践基地研发劳动实践活页教程，形成

“纲要+指南+教材+手册+基地活页教
程”的课程资源；保障中小学每周课外劳
动和家庭劳动时间，小学 1至 2年级不少
于2小时，其他年级不少于3小时，职业院
校和普通高等学校要对课外劳动实践时
间提出明确要求，纳入学生日常管理。

4 月底，苍溪中学的 80 亩雪梨山
上，小梨子挂满了枝头，树下成片的白
菜、莴笋、牛皮菜……这几天，胡豆成
熟了！利用每周半天的劳动课，学生
收割、打捆、运输，走街串巷销售到餐
馆和居民手中——春天万物生长的季
节，也是孩子最快乐的时节。从去年
秋天种下胡豆，到今年春季收割，他们
完成了种植、打理、收获的全过程，用
辛勤汗水换来的劳动体验更是千金难
买的人生财富。

农事教育, 城市中学也不落后。4
月中旬，成都市盐道街中学高一、高二
年级的同学们，来到了位于双流区的

“世季田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他们
学习收割油菜、体验榨菜油的过程、种
植向日葵。正如陶行知所说：“我希望
在创造劳动的烘炉里，他们渐渐的会
克服自己的弱点，把自己造成手脑双
挥的小工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四川是农
业大省，以农事为主的劳动教育具有
四川特色的优良传统。但是，要处理
好“劳动”和“劳动教育”的关系，劳动
教育不能局限于种植和养殖业。在实
践中，如何传承和创新传统劳动教育
模式？如何将劳动实践基地建好、用

好？课程设置上，如何补足学校教育
短板，拓展劳动基地的育人价值？四
川各地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探索。

眉山市青神县有 3 个校外实践基
地，为学校集中开展劳动教育提供了
优良的场所——占地 300 多亩的青神
县青少年校外实践基地，建有农事劳
作区、生活自理区、综合实践区、延伸
拓展区，实践活动场所30余处，可一次
性接待学生 300 人；占地 10 亩的青神
县多功能教育实践基地位于青神县西
龙镇，可提供研学实践课程20门；占地
100亩的眉山市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
建有诗画眉山馆、陶艺泥塑坊、竹编艺
术坊等场馆 16 个，户外设置了消防体
验、体能拓展体验、军训体验、农耕体
验等拓展区域。

泸州市纳溪区以创建“全国劳动
教育实验区”为契机，着力构建以“1”
个基地——太山劳动实践基地为核
心、区镇校“N”个基地为支撑的“1+
N”基地网络——整合近亿元资金打
造占地3000余亩的太山劳动实践基地
核心区，强力推进劳动教育改革试

点。区教育局要求每所学校建立劳动
教育基地，其规模要达到“村级小学不
少于 2 亩、镇中心校和初级中学不少
于 5 亩，普通高完中不少于 10 亩”标
准，强力推进劳动教育普及。截至目
前，已建成区级基地 13 个、镇级基地
158个、校级基地161个。

广元市利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作为启动资金，统筹市级项目资金，建
成了总投资1.55亿余元、占地135亩的
国家级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可容纳
一千余名学生吃住、学习和劳动实践。

走进宽敞明亮、设备设施先进的基
地大楼，有科创、生态环保、人防等16个
体验场馆，“茶艺室”“机器人教室”“烘
焙室”等30多个实训体验室……“我们
主要承担广元市四县三区的学生的综
合实践和劳动课，五天中，有三天的户
外实践、两天的室内课程。”实践基地主
任侯兴龙介绍，目前，基地开设有“生命
安全”“科学探究”“艺术制作”“专题教
育”“研学实践”五大领域的70余门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该基地成为“全国中小
学研学实践教育营地”以来，新疆、青

海、陕西、浙江、广东等全国各地的学生
纷纷来到广元劳动实践、研学旅行，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开展劳动教育，要抓好实践基地
建设。实践基地是开展劳动教育的主
要场所。”据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我省已经认定的9个国家级、125个
省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中，有40多家开
设了劳动方面的课程，具备了劳动教育
功能。下一步，要在劳动教育的条件、
课程、师资、评价等方面下功夫，实现从

“专门”到“专业”的转变，实践基地要切
实担负起劳动教育主阵地的职责。

《实施方案》要求，按照“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区域统筹”的原则，研制
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指南，
按照每 100 万人口建设一个 2000 人规
模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每县（市、区）
至少建设一个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每
所学校建立相对固定的劳动教育场所
的思路，市（州）和县（市、区）统筹规划
配置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
校）劳动教育资源，满足区域学生劳动
教育实践需要。

位于樱桃山下的蒲江县西南小学校
园里，种植有数十棵樱桃树，前段时间樱
花盛开、樱桃鲜红欲滴，不仅美化了校
园，而且成为劳动教育的课程资源。

学校针对学生家庭多种植果树、
开办“农家乐”的情况，将炒菜、疏果、
采摘作为课程内容。郁郁葱葱的樱桃
树下，一二年级的孩子在学折叠衣服、
整理空间；三四年级的孩子有的在学
习垃圾分类，有的在学制作香囊；五六
年级的孩子拿起了菜刀，切菜、烹饪，
包起了饺子、做凉拌三丝；学校食堂背
后，有几口砖砌的大锅，高年级孩子在
这里学习“柴火鸡”怎么做……

“蒲江县拥有中德(蒲江)中小企业
合作区和以水果、农商文旅体融合发
展为主导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蒲
江丑柑（不知火）、蒲江猕猴桃、蒲江雀
舌（茶叶）是我们三个地标产品。”蒲江
县教育局局长杨忠云很自豪，构建具
有蒲江特色的劳动教育体系，目的就
是培养爱蒲江、爱农村、爱劳动，有创
新精神、科学精神的新时代劳动者。

该县构建以 1 套县级必修课程加
N个校本特色选修课程组成的县校两
级劳动教育课程体系。《蒲江县中小学
生劳动教育课程指南》中，按每年级32
课时确定每课时劳动教育的具体内

容，小学阶段掌握基础的劳动技能，提
高生活自理能力；初中阶段加大学工、
学农、学商内容的比例；高中阶段结合
生涯规划教育，开展服务性劳动和生
产劳动。因校制宜，开发 N 个校本选
修课程。引导学校结合区域实际条
件，开发学校特色校本选修课程，开设
劳动教育选修课、兴趣课，对县级必修
课程进行补充。

在探索城市学校如何推进劳动教
育，丰富劳动教育内涵上，进行劳动教
育评价上，成都市金牛区走在了全国
劳动教育的前列。

2020 年，金牛区发布了全省首个
《中小学幼儿园劳动清单》，完成第二
批劳动教育指导师培训，制定了“全劳
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今
年 4月 16日，《全面培养的劳动教育基
地课程群建设研究》在金牛区开题。

据金牛区教育局副局长孙丹介
绍，金牛区把“促进劳动教育学段纵向
衔接”和“劳动教育与学科贯通”作为
区域劳动教育的两大实施策略。

在全学段贯通方面，将劳动教育
下延至幼儿园，上延中职学校。金牛

区编制了《金牛区中小学、幼儿园 6+
16+N 劳动清单（试行）》：“6”指：幼儿
园、小学低段、小学中高段、初中、高
中、中职 6 个学段，“16”指每个学段的
劳动内容细分为 3大类 16个具体劳动
项目，“N”指保持开放性，由学校因地
制宜探索多元化的劳动实践项目。清
单还包含了各学段的目标清单、场景
建议和评价建议 3 大板块。“清单是
金牛区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的‘区本纲
要’，清单的发布应用，在区域起到统
一家庭、学校和社会组织理念和行动，
促进劳动教育学段纵向衔接，指导学
校工作落实的作用。”孙丹说。

围绕“劳动清单”，金牛区进行了
基础课程、特色课程、平台课程“三类
课程”建设，促进劳动教育全学科贯
通。一是基础课程，明确要求各学校
把校园劳动机会还给学生，把班级教
室清洁、寝室清洁、校内志愿服务等校
内劳动机会作为人人必上的劳动教育
基础课程；二是学校特色课程，各学校
通过自建、共建形式，积极开发校本课
程；三是线上课程，创新开发出四川省
首 个 线 上 的 德 育 APP——“ 金 牛 部

落”，架构“蚂蚁工坊”课程平台，作为
区域劳动教育课程的共享资源库。

教育评价称为教育的“指挥棒”，
劳动教育评价怎么搞？金牛区也进行
了如下探索。

创新“劳动护照”制度，在金牛区
就读 12 年的学生将会集齐 5 本“劳动
护照”；实施“分级考评”制度，建立完
善区级、校级、班级三级考评机制，授
予优秀学生“劳动新星”“劳动小能手”
称号；探索“劳动勋章”制度，组织德育
专家、一线教师、家长代表每学年按比
例评选“阳光少年”，并授予区级劳动
勋章。在“劳动护照”评价模式的引领
下，也产生了许多校本特色评价方式：
如七中万达七彩勋章，五丁小学的娇
子银行（娇子存折），金科路小学的劳
动勋章等……

各地在探索“将劳动素养纳入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方式方法上
层出不穷。《实施方案》要求，建立以考
核劳动时间为主，兼顾技能、效果的评
价体系，坚持自我评价，辅以教师、同
伴、家长、服务对象、用人单位等评价，
指导学生进行反思改进。

劳动教育，高校不能缺位。《实施方
案》明确，将学生劳动素养监测纳入基础
教育质量监测、职业院校教学质量评估
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评估。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发出
“融合型”课程体系。学校对全校 10 个
教学系部 23 个专业分层分类明确劳动
教育理论实践学时和学分，把劳动教育
融入生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
育、实习教育等各方面，探索构建“以劳
带全”育人格局。

抽调教授组建劳动教育课程团队，
聘请农林专家担任兼职教师，拟定劳动
教育理论课程教学大纲、实践课程活动
计划和劳动素养评价制度。引培劳动教
育“双师型”教师 32名，其中高级职称教
师6名。打造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学校
劳动实践基地“稷园”，主要用于学生参加
集体劳动、开展劳动实践和劳动技能竞
赛。对2020级新生全面实施劳动教育课
程，逐步建立基于过程评价。在课程思政
中贯穿劳动教育理念，推动建设具有专业
特色的劳动教育品牌课程3个。

自 2020 年 5 月起，四川师范大学学
生工作部牵头，联合学校多部门成立劳
动学院，在 2020级本科学生中开设劳动
教育课，纳入必修课程，32 学时，计 1 学
分。大学科技园牵头成立“四川师范大学
劳动和实践教育研究院”，组织建设 200
余亩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研发劳动教育实
践体系、择优选派实践教师18名成立“虚
拟教研室”。目前，持续完成 11000名一
年级学生劳动教育课的实施。课程包括
思政教育、栽种理论及土壤评估、场地平
整与改良、苗期与田间管理、收获及储
存、项目创新设计、成果展示七大阶段。

另外，学校以劳动教育与研学实践
相关课题，组织学生参加“挑战杯”等大
赛；成立“四川师范大学劳动和实践教育
协会”，拟开设劳动教育与研学实践通识
选修课 2学分；组织专家开发了“新时代
大学生劳动教育读本”；拟在川渝地区高
校牵头成立“川渝高校劳动教育联盟”，
开展成渝地区劳动教育行业论坛，推进
高校劳动教育发展。

五育并举，立德树人。在做好顶层
政策设计、建好劳动实践基地、丰富劳动
教育内涵、深挖高校引智潜力的举措下，
我省一定能构建和谐共生的劳动教育生
态，以劳育人，为学生全面发展奠基。

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劳动教育成为必修课顶层设计

在真实的劳动场景中，全面育人、立德树人建好基地

构建和谐共生的劳动教育生态，拓宽教育边界丰富内涵

高校引智

大学生劳动和实践
教育不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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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纳溪区合面镇太山村村民刘玉均给孩子们示范打谷（曾晓波 刘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