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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劳”结合的立体课堂
构建“全场域”育人模式

坚守与传承——
半个世纪、3个版本的劳动教育探索

上世纪50年代，具有开拓创新精

神的苍中人，贯彻国家提出的“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开

课堂教学与劳动技术相结合之育人

先河。

苍中劳动教育的 1.0 版本：勤工

俭学，补贴师生生活。

师生战严寒、斗酷暑，将乱石嶙

峋的 200 多亩龚家山开垦成园艺场，

作为勤工俭学和劳动教育基地，实行

“五一一制”（学生每周五天学习，一

天劳动）——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珍

惜劳动成果的习惯和爱家乡、爱农业

的朴素情感，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当

时，学校由此被树立为全省农村中学

的一面旗帜。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大发

展，脆香甜柚、柑橘、特别是苍溪雪梨

等水果走俏市场。“当时，较长时间内

学校园艺场成为了县域范围内果树

与农作物栽培技术的示范园与辐射

原点。”园艺场原场长卢建忠回忆到，

当地水果种植的热潮和设在学校的

“苍溪县梨研所”紧密相关。该所的

农技师不但负责全校学生在园艺场

的劳动教育课，还专门从事梨品种选

育研究、开发推广、引进新品种及探

索优质丰产标准化栽培技术。梨研

所培育出适应性、抗逆性强的苍梨

6—2、5—51两个中熟品种，研究成果

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8 年，学校综合教改课题《建立课

堂教学、活动课教学和勤工俭学三者

协调配合的教育教学体系的深化推

广实验》荣获省政府首届教学成果一

等奖。

苍中劳动教育的 2.0 版本：培养

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农村建设者。

新世纪前后，新课程改革把劳动

教育提到全新高度。苍溪是贫困山

区农业县，但生态庭院经济正在起

步发展中，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具

有科学素养的新型劳动者，学校理

应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同时，大部

分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就算来自农

村，在家也多娇生惯养，缺失在逆境

中吃苦耐劳的精神，意志品质的打

磨也需要劳动教育去完成。学校思

索劳动教育必须注入新的活力，采

取新的方式，赋予新的内涵。以劳

动技术教育为突破口，建立起课堂

教学、课外活动与勤工俭学三者并

重的教育教学体系，为当地农村培

养有文化懂技术的劳动者。据县农

业局 1995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县

94.3%的种养殖大户是苍中毕业的

学生。

苍中劳动教育 3.0 版本：农科教

相结合，培养创新型劳动者。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科学探

究、亲历科学，在体验中学习，农业科

研是培养科学素质和创新能力有力

的助推力。学校与时俱进，在园艺场

创办了“新品种育种母本园”“引进优

良水果试种园”“无公害大棚蔬菜栽

培园”“林木栽植园”；梨研所专职研

究人员增加到 9 人，县政府每年拨款

5-10 万元，为全县开发雪梨新品种。

劳动教育从“单一的劳动技能培训”

逐渐“引导学生参与农业科研”。培

养学生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乐于奉

献的精神和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的良好品质，增强从事农业科研的兴

趣和创新能力，初步掌握科学研究的

一般方法。2010年，学校普教资助金

课题《在农业科研中培养学生科学素

养的实践与研究》获四川省人民政府

第四届教学成果一等奖。

三分式立体课堂——
构建全面发展的劳动教育4.0版本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在加强劳动教

育方面，《意见》要求充分发挥劳动综

合育人功能，制定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加强学生生活实践、劳动技术和

职业体验教育。

新的教育风向标下，劳动教育

继续更新迭代！苍中劳动教育的

4.0 版本：《农村中学“教劳”结合三

分式立体课堂的实践探索》课题应

运而生，“在教育教学中不忘劳动教

育初心，坚持五育并举，以劳树德、

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

劳创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

生综合素质。”

学校上下达成共识：知识的更新

速度在加快，转化的周期在缩短，综

合性科学成为推动这个世界的主导

形态。基于此，新型课堂是涵盖空

间、时间以及虚拟时空的立体课堂，

其具有跨学科、跨班级、跨年级的，跨

学校、家庭、社会的，课内与课外、校

内与校外、线上与线下整合的特点，

是集知识学习、能力培养和情感教育

于一体的教育模式。

在课程结构上，学校将初高中一

体化，把劳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排

入课表。在初高中三年各安排280课

时，即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各安排120
课时参加生活性自理劳动、服务性劳

动和基础性生产劳动，学习理论与技

术，参与农业科学研究。创造条件让

初高中各学段学生都有机会参加一

个完整的农业生产周期的劳动实践

过程，使学生初步了解粮食生产的春

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了

解雪梨生产的除草、施肥、修枝、授

粉、疏果、压枝、套袋、采摘等相关技

术，并初步掌握全过程的一般劳动知

识；在初一、高一上学期，侧重进行劳

动目的、意义和红色文化以及学校传

统教育。初三、高三安排40课时利用

寒暑假让学生参加科普宣传和科技

实践与推广。初三、高三下学期，举

办职业教育专题讲座，进行毕业理想

教育和生涯规划指导。在具体内容

上，初中以基础知识为主，辅以简单

劳动；高中以生产技术为主，分层参

与农业科研。

构建“三分式”立体课堂教学体

系，由学科课堂、兴趣课堂、社会课堂

组成。

学科课堂，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劳动教育室内课，由劳动课专业

教师或班主任上课或组织开展，根据

学校的总体安排有计划分模块实施，

主要学习各模块的基础理论知识，或

者开展“把优良传统接过来，传下去”

等主题班会；二是劳动教育实践课，

只要不下雨，劳动教育均在学校园艺

场中进行；三是劳动教育与学科教学

融合课，每个老师根据自己的学科特

点、个性特长、学科优势选择并设计

了各种活动主题。

兴趣课堂主要涉及“研学”“社

团”和“创客”三个方面。一是劳动教

育与研究性学习结合。比如苍溪县

九曲溪是横穿县城的一条溪流，由于

长期受到污染并没有得到治理，一年

四季，臭气熏天，严重影响了县城居

民的生活。张煜亮等同学就此问题

展开调查研究，形成《九曲溪环境污

染与治理》成果报告，获市创新大赛

一等奖，相关部门采纳了他们的建

议，修建了污水治理厂。像这样的学

生农业科研课题，学校每年都有 200
多个。

二是劳动教育与社团活动结

合。目前建有30余个学生社团组织，

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以社团活动为载

体开展劳动教育。比如园艺社以学

校绿化用地为主要实践基地，开展校

园园林景观设计、园艺花卉选育、校

园绿化管理等；摄影社开展的以劳动

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展；美术社开展的

以劳动为主题的美术作品展等等。

三是劳动教育与创客活动结

合。2018年，学校开展和推广创客教

育，专门建设了创客教室，建立了校

内外学生“创客空间”。通过开展理

化生创新实验、无人机驾驶、智能玩

具等实践活动，建立了学习、分享、奖

励的互动平台,让创客教育能够在校

园落地生根，又让劳动教育在创新中

焕发了生机。

社会课堂包括“研旅：劳动教育

与研学旅行结合”；“农旅：劳动教育

与农村旅行结合”；“商旅：劳动教育

与商业旅行结合”。

在三分式课堂外，学校建立了教

劳结合实习基地。除了 200 亩园艺

场，建立了劳动教育教学研究室、专

用活动室、农业科研实验室。在校

内建设了植物园，主要为园艺社团

提供实习基地；校外建设了“梨文化

博览园”“三溪口农场”“云峰狮岭示

范新村”“五龙三会村”等研旅、农旅、

商旅社会实践活动点，为教劳结合创

造了条件。

“全场域”育人——
改革促进学生、教师和学校综合发展

“立体式课堂”的架构之下，因劳

动教育的内涵和外延的拓展，学校成

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场域

——学生全面发展得到保障和支持，

教师综合素质显著提升，加速了学校

综合发展，劳动教育改革呈现出来的

效益愈加明显。

◆助力学生：五育并举，立德树人

学生的道德品质日益提升。近

年来，劳动教育在家庭中被弱化，在

社会中被淡化，学生劳动机会减少、

劳动意识缺乏，出现了一些学生轻视

劳动、不会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的

现象。通过长期形式多样的劳动教

育实践活动，有力地改变了这一现

象。主要表现为：通过劳动，学生树

立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通过劳

动，同学间不断合作交流，学生获得

了自我与他人良好社会关系的建立；

通过劳动，培养了学生不畏艰难、百

折不挠、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

学生的学业成绩日益优秀。劳

动中获得的强健的身体素质、良好的

学习习惯、优秀的学习品质作用于学

生的文化学习，产生了极大地推动作

用。学生增强了爱学习、勤学习、善

学习的意识。喜欢大胆地提出问题，

缜密地思考问题，努力地解决问题。

学校的教学质量持续良性发展。

学生的身体素质日益增强。以

学校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学校活动、

家庭劳动、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为载

体，广泛开展以劳强体为内容的劳动

教育课程。让学生的身体得到充分

锻炼，有力地改变了学生沉迷于游戏

网络、睡眠质量不好的现象。据统

计，通过劳动，学生整体的身体素质

明显增强，因体弱多病而请假和辍学

的人数大幅减少。参与校运会、县运

会、市运会、省运会等各种赛事的学

生人数显著增加并取得优异成绩，各

种体能测试成绩也显著提高。

学生的研究能力日益提高。具

体表现在：增强了爱科学、学科学、用

科学的意识。养成了实事求是、严谨

细致的科学态度。他们懂得了在生

活实践中发现问题，带着问题请教老

师或到教材中、图书馆查阅资料寻找

解决的办法；提高了运用科学解决问

题的能力。

同时，全方位的劳动教育让学生

的生涯规划深受影响。学校历届毕

业生填报志愿时，农林医矿等专业一

直比较受欢迎，尤其是近几年每年都

有许多毕业生把这些专业院校作为

第一志愿填报。毕业生每年被中国

农大、西南大学、四川农大、西南石油

大学等院校录取的学生都在 80 人以

上。很多学生高校毕业后，在相关领

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发展教师：综合能力显著提升

学生的研究热情反过来激发了

教师的思考与探索，教师积极进行教

学改革，推动了学校教学、科研水平

的整体提高。学校通过对在职教师

的 952 个教案的调查分析，发现 90%
以上的教师更加注重知识的形成过

程和学生的探究过程，更加关注学生

的学习态度、学习方式和探究精神，

课堂教学多以活动的形式展开。近

三年来，共有 236 人次在省、市、县优

质课竞教、课件制作比赛中获一等

奖；有 53 人被评为省、市、县知名教

师、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有 200 多

人次因高考、中考成绩突出，被市、县

表彰的优秀学科教师、优秀班主任。

学校教师每年在国家、省、市公开刊

物发表教研论文 400 多篇，并有多篇

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中国

知网等收录、转载或被同行研究引

用。开发了《字词闯关手册》《历史文

化名人与苍溪》等校本教材 6 部。承

担的《农村高中生实践创新素养的校

本化培养策略研究》《学科教学融合

人文关怀》等 11 个省市重点科研课

题，均获得省市等级奖。目前，学校

有正高级教师4人，特级教师3人，高

级教师 165人，全国优秀教师 5人，全

国模范班主任 3人，省级骨干教师 45
人，市级骨干教师128人，省市级学术

带头人16人，市级名师工作室12个。

◆成就学校：加速学校综合发展

学校劳动课的育人功能综合作

用于学生，不仅释放了学生自身的能

量，也加速了学校的综合发展。学校

坚持以文化为纽带，大力弘扬书院文

化、农耕文化等为特色的苍中文化；

每年举办艺术节、读书节、科技节、体

育周和开展集群式社团活动，以活动

为载体，坚持在活动中培养人，在活

动中发展人，在活动中成就人，学校

中高考成绩连续多年均以高质量名

列市县前茅。

学校的办学经验先后在四川省

“普通高中办学经验交流会”“劳动

技术教育总结表彰会”“高中教育工

作会”“重点中学校长联谊会”等会

议上交流。学校的社会认可度、美

誉度不断提升，近年来,省内外上百

所学校先后到学校参观考察。《人民

日报》《人民教育》《教育导报》和中

央电视台、中央教育电视台、四川省

电视台等多家省级以上的新闻媒体

专题报道了苍溪中学的办学经验。

学校先后被命名为全国教育系统先

进集体、全国勤工俭学先进集体、全

国劳技教育先进集体、全国五四红旗

团委、全国学校体育工作示范学校、

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四川省体育

传统项目示范学校、四川省阳光体

育示范校、四川省校园足球布点学

校、四川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四川

省科普工作先进集体。

（金昌福 刘军）

悠悠嘉陵江畔，“川北淳邑”苍溪县百
年老校——苍溪中学，学校有座“雪梨
山”。上世纪50年代起，苍中师生靠肩挑
背磨，将乱石嶙峋的龚家山开垦成200多
亩的园艺场，不但培育出声名远扬、远销
各地的“苍溪雪梨”，更是培养了无数吃苦
耐劳、坚韧不拔、开拓创新、面向世界的苍
溪人。

劳动教育是苍中的“金字招牌”。老
百姓说：“雪梨山上，栽的不是树，栽的是
人！”苍溪中学用60多年对劳动教育的
坚守和传承，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做
了最为生动的阐释。

进入新世纪以来，劳动教育成为新
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途径。苍溪中学
凭着一种淳朴的执著，坚持并发展了带
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劳动教育，从“勤工俭
学”“三个课堂全面育人”到“农科教三教
统筹”，到“通过农业科研培养学生的科
学素养”，再到“‘教劳’结合三分式立体
课堂”，在劳动教育中坚持立德树人。

近年来，党和国家明确提出构建德
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体系，全面
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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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有新命题，农村中学如何继
续深化劳动教育改革，怎样以“教劳”结
合的立体课堂进行“全场域”育人？从历
史走向未来，从时间走向空间，从实践走
向真知，苍溪中学在劳动教育的坚守、传
承和更新、迭代中交出了沉甸甸的答卷。

苍溪中学学生在200亩园艺场劳动，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实现综合素
质的提升。 （图片由苍溪中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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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中学深化劳动教育改革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