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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真实故事：1983 年出

生的魏某某，曾 4 岁学完初中课程，8

岁进入县重点中学读书，13岁高分考

入湘潭大学物理系，17岁被中科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破格录取，硕博连读，被称为一代“神

童”；2003年，他却因欠缺生活自理能力，被中

科院劝退，回家后重新开始学做家务，照顾自

己的生活起居。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劳动素

养是孩子最基本的核心素养，家庭是孩子的

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应

当将劳动放在家庭教育的重要位置，决不能

偏废。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况，

一些家长过度解读孩子的“读书苦”，把孩子当

成“小皇帝”“小公主”，让孩子过上“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笔者认为，即将迎来的寒

假，学校、家庭在给学生布置必要的学习、锻

炼、活动作业之外，还要给孩子安排一定的劳

动任务，让他们在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

服务性劳动中动手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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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品质。当然，这份职责主要靠家长来承担。

家务劳动是劳动教育的主要方式，不论

贫富，家家皆宜。家长要有意识地邀请、指导

和鼓励孩子一起参加家务劳动，让孩子在真

切的劳动体验中习得劳动技巧、体验劳动喜

悦、懂得爱惜劳动成果，以增进亲子感情、培

养劳动责任、传承劳动家风。比如，在日常生

活中，将浇花、饲养宠物、打扫卫生等任务包

干给孩子；在春节前，带孩子打扫卫生、布置

房间、写春联、挂灯笼、剪贴窗花、制作美食、

置办年货；在来客人时，有意识地让客人知道

哪些美丽生活是孩子的劳动成果，等等。

生产劳动和社会劳动是劳动教育的必要

部分。受疫情影响，人们的活动区域和活动

方式受到了一定限制。在具备条件、适应防

疫规定的情况下，家长可联系教师或有意愿、

有能力的社会力量一起组织和带孩子参加适

当的社会活动，培植劳动基因。如，学习年俗

民俗，传承民间工艺手艺，让孩子感受劳动的

多样性和艺术性；参加敬老助孤、扶贫助残，

让孩子体验社会生态、感受社会责任；观察劳

动坚守，记录感人瞬间，让孩子懂得劳动的崇

高，激发家国情怀，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教育的意义并不仅

仅在于培养孩子的劳动素养。“双减”背景下，

孩子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明显减轻，

在寒假这个特殊时期，如果正面活动不足，

孩子就有沉迷网络游戏的较高风险。开展好

包含劳动教育在内的系列活动，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有效降低这一风险，为孩子健康成长

护航。

同时，已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

庭教育促进法》，在第十六条第六款对此也提

出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

针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

“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参加力

所能及的劳动，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

活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和热爱劳

动的良好习惯”等相关要求。如果家长作为

不力，不仅失职，还涉嫌违法。

寒假是家长、学生难得的共同假期，也是

家庭教育的好时机。家长要强化育人责任，

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落实劳动教育，让孩

子过一个具有鲜明劳动特色、充实而有意义

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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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寒假，德阳市第一小学二

年级的寒假数学作业有些特别

——在家和爸爸妈妈一起玩“抢

14点”。“乍一听感觉有点像赌博，

结果是‘烧脑’的心算游戏。”二年

级7班的家长唐泓说。

所谓“抢 14 点”，就是不论扑

克牌上面的数字，只给花色赋值：

红桃、黑桃是3点，方块4点，梅花1

点；参赛者（2 人或 3 人）每人先领

一张牌，将剩下的牌以每次10~20

张的数量放出，看谁先凑齐14点。

唐泓发现，这个游戏听起来简

单，但要赢得胜利，必须专心投入

才行：“首先要记得哪个花色代表

什么，然后计算怎么组合正好凑够

14点，关键要比谁更快，挺考验反

应力的。”

这学期初，孩子们开始学乘

法。“乘法很重要。”二年级数学老

师熊威说，“学好了乘法，才能继续

学除法，而加减乘除可以说是小学

数学的基础。”掌握乘法的关键有

二：一是牢记乘法口诀表，二是勤

加练习。在课堂，有老师带领大家

一起练习，但面对“干巴巴”的算

式，许多孩子都会觉得枯燥无聊，

主动练习的积极性比较低。于是，

教研组的老师们设计了“抢14点”

的游戏，以亲子游戏的方式保持对

数字、对运算的敏感性。

泸州市纳溪区逸夫实验小学

的“书香童年”校本课程挑起了孩

子们寒假学习的“大梁”。

下学期，六年级的课外阅读会

围绕游记展开，于是，这个寒假的

任务就是先阅读其中的一两本，为

下学期的讨论做准备。

《鲁宾逊漂流记》《汤姆·索亚

历险记》《骑鹅旅行记》《爱丽丝

漫游奇境记》，这是六年级 1 班的

孩子们的备选书单。孩子们从其

中选出两本，在寒假期间进行共

读。

为了保证阅读落到实处，语文

老师刘桂秀跟孩子们一起商定出

每天阅读的页数，并要求孩子们的

阅读要“留痕”：在书页上勾画触动

自己的词句，进行批注；在阅读卡

上记录5到8次的读书情况，包括

摘抄、笔记等。此外，孩子们还需

要准备一两个问题，在开学后的第

一堂课上互相考一考，看看谁读得

更仔细。

无独有偶，泸州市龙马潭区玉

带河学校也将日常活动“升级”，助

力寒假生活更丰富。

玉带河学校的孩子们，每个周

末都跟“佩奇”校长王位敏有一个

约定：“佩奇”校长在周内发布一个

话题，或是分享一点感悟，或是邀

请孩子们做一个小实验，愿意参加

的孩子在周末与爸爸妈妈一起完

成，再将成果投稿到校长的信箱，

与大家分享。

这个“玉你有约”的活动，这个

寒假也会继续，不过内容变得更丰

富了，分为科技实验、文化实践、社

会调查、家庭亲子、户外亲子 5 个

类型。

科技实验以“水的运动”为主

题，孩子们需要自己设计实验，探

索怎样才能让水往高处流；文化实

践以“寻找年味”为主题，家住乡村

和城市的孩子们，需要找到自己生

活之地的“年味”在哪里，以怎样的

形式表现；选择社会调查的孩子将

化身小记者，去看看春节期间还有

哪些职业的叔叔阿姨仍然在坚守

岗位，并对他们进行采访。

“佩奇”校长也鼓励孩子们参

与到家庭活动中，在爸爸妈妈的帮

助下或自己尝试独立设计、筹备一

顿年夜饭；也可以筹备全家人的一

次近郊游。“总之，就是希望孩子们

的寒假过得有趣、有意义。”王位敏

说。

托管+拓展+研学，让假期丰富多彩

趣味作业，在玩中巩固、应用知识

寒假在家，孩子除了自己玩，

还有学校的“花式”作业可以“玩”；

那么，针对需要托管、或者想利用

寒假发展兴趣爱好的家庭，成都市

各区（市、县）陆续推出了“托管+

素质拓展”服务。

为解决假期托管难、素质拓展

无处去的“急难愁盼”，天府新区打

造推出了家门口的“素质教育空间

站”。

“素质教育空间站”分为校园

青少年宫课程、公园城市生态营

（幼儿成长课程、少儿成长课程、国

防劳动课程）、冰雪运动课程 3 个

大板块、5 个课程体系，满足不同

年龄段、不同兴趣孩子的成长需

求，由四川天府新区体育教师共享

中心、四川省青少年宫等提供师

资。

校园青少年宫课程面向 7 到

12岁的孩子，采取课时制、走读营

的方式，开设 4 个点位，每个点位

设置 11 个科目，同时开设日间托

管积木组合服务。服务内容分为

舞蹈、主持、硬笔书法、美术、编程

及篮球、足球、网球、

围棋、跆拳道、轮滑冰

球、体适能等艺术、体育两大类，并

按学段设置了两个“混龄不混班”

课程（初阶课程 1-4 年级、进阶课

程3-6年级），以满足不同学段、不

同技能水平孩子的艺体专项素质

拓展及技能提升需求。

幼儿成长课程采用托管班模

式，根据幼儿认知及发展规律采用

“混龄教学”，围绕幼儿5大领域发

展目标，以及在园生活活动、学习

活动、体能活动、游戏活动 4 大主

题，由幼儿园点位教师结合点位特

色，设置相应课程内容，帮助幼儿

规律作息、学前适应、建立规则，解

决学前幼儿家长托管难题。

少儿成长课程同样采取托管

班模式，设置作业看管、经典诵读、

艺术拓展、体育运动、才艺展示、公

园城市探索研学等 6 大教学环

节。每天安排 3 个时段进行经典

晨诵、课外阅读及作业看管固定科

目，2 个时段进行体育、艺术素养

自选科目；此外，每周还设置了半

天的“公园城市探索”的主题研学

活动课程，探索公园城市的科技、

劳动、人文、自然、红色、非遗等各

类教育资源。

国防劳动课程以“劳

动强体，安全生活”为主题

开展“国防教育+”课程，通

过半军事化的管理，让学

生参与集体生活，强健学生体魄、

磨炼学生意志，培养学生自立、自

理、自律、自强的性格品行；冰雪运

动课程则是天府新区为响应“冰

雪强国”的号召推出的冬令营活

动，以滑雪课程为主，同时推出

冬季雪屋建造STEAM课程、全国

独家的外事研学课程，以外交思

维塑造学生的国际观，增强学生

的民族自信，体验国外风土人

情，培养学生坚韧、自信、团结

协作的精神品质。

四川天府新区体育教师共享

中心负责人陈超琼介绍，“素质拓

展营”提供的课程，是根据前期一

万多名家长参与的调查问卷精选

设置的。经过调查，了解到家长的

需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假期

看护难、或看护质量不高；另一类

是“双减”之下，家长希望更多的渠

道能为孩子发展兴趣爱好。于是，

就有了校园青少年宫课程和“托

管+拓展+研学”的公园城市生态

营。

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家长对

军事独立营和冰雪营有需求。“民

众有需求，教育就要有回声。”陈超

琼表示。“本来我们的校园少年宫

主要是素质拓展，没有托管服务，

但选课后了解到家长有需求，我们

就增加了这个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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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将至。为巩固“双减”工作成果，严防校外培训旧态重演，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
门认真做好寒假期间“双减”工作：严禁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违规开班、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以
“素质拓展”“思维训练”等名义超范围开展学科类培训；同时严禁学校寒假期间组织集体补课、讲授新课。

这个寒假，“双减”也将进行到底。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共同发力——用趣味作业、假期托管、素质拓
展、研学旅行等形式，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轻松、愉快、充实的假期。

双减聚焦 落地
家校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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