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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关注劳动课标的“时代意义”

“我们首先要对劳动课程标准制定的意

义有宏观的把握，然后再看具体实践的要

求。”班建武开宗明义提出：“怎么理解义务

教育劳动课程标准的颁布？”

班建武认为，第一，劳动课标的颁布是

落实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以后，党和国家对劳动教育

出台了系列文件，学校要落实相关文件要

求，正式开设劳动课程。此次课程标准的颁

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第二，劳动课标的颁布是确保劳动教育

合法性地位的关键举措。班建武认为，劳动

教育在学校处于什么位置、以怎样的方式来

推进，各学校差别很大。实践中，往往变成

“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就扔到一

边”的状况。劳动课程作为国家课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

没得商量。”他说，劳动课程作为国家课程，

常常以地方课程的形式来推进，所以非常强

调因地制宜，不像语文等有统编教材，必须

开发具有本省特点的劳动教材。即使以地

方名义开发的劳动教材，本质上还是国家课

程。

第三，劳动课标的颁布是提升劳动教育

专业化水平的应有之义。“不要认为只要让

学生劳动，就落实了劳动教育；只要教师会

劳动，就可以教劳动。一些人把劳动教育和

劳动课程理解得太简单，认为劳动教育仅仅

是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就完了，没有思想含

量和价值观教育。”班建武认为，劳动课标的

出现，明晰了课程的核心素养、培养目标、实

施的基本途径和内容。课标的颁布，将极大

地提高各地、各校劳动教育的专业化水平，

有助于澄清学校、社会、家长对于劳动课程

不同的理解。

◆落实劳动课程的“育人导向”

怎么把握课程标准对劳动教育的具体

要求？班建武提出三点：一要处理好劳动课

程与劳动教育的关系；二是要牢牢把握课程

的思想性、社会性和实践性；三是劳动价值

观和劳动品质是课程的归宿点。

“要准确把握劳动课程的性质和理念，

要处理好劳动课程和劳动教育的关系。”班

建武提醒教师们，虽然课标制定了劳动课程

实施的具体内容、十大任务群，但最重要的

实践原则是——因地制宜。“‘课标’中说，劳

动课程是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途径。这意

味着劳动课程是劳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不能代替整个劳动教育。换句话说，劳动

教育比劳动课程范围大得多，类似于德育

中，道德与法治课虽然是德育中的国家课

程，但这并不意味着‘道法课’就是整个德

育。”班建武说。

“请注意劳动课程有‘鲜明的思想性、突

出的社会性和显著的实践性’，在课程性质

中，思想性是首要属性。”班建武认为，如果

劳动课程只是在动手层面上下功夫，没有

在思想性上下功夫，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课

程的目标和任务。围绕日常生活劳动、生

产劳动、服务型劳动“三类劳动”，以劳动项

目为载体，以劳动任务群为单元，动手实

践、出力流汗更多地指的是途径和方法，而

落脚点则是学生劳动价值观和劳动品质的

培养。

“‘课标’要求，劳动课程的课时一周就

一个，指望一个课时来解决劳动教育所有问

题是不可能的。那么，劳动课程的核心价值

和突出优势在哪里？”班建武回答，劳动课程

的突出优势就在于学生思想认识的提升、劳

动知识的习得、实践经验的分享等方面。要

在整个学校层面推进劳动教育，而不要仅仅

盯着一节课，劳动课程的优势在于解决相应

的思想性、观念性的东西。“不要想着用劳动

课程取代劳动教育，而让劳动课程变成‘实

践上蜻蜓点水，思想观念深入不下去，啥也

没有留下’的几不像的样子，要区分作为课

程形态的劳动课程和学校层面的劳动教育

的关系。”班建武说。

“我国的劳动教育和其他国家的劳动教

育根本区别就在——坚持育人导向，这是劳

动教育的灵魂和方向。”班建武说，劳动教育

事关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精神风貌。不仅仅

是劳动课程，这次16个课标的修订中，坚持

“育人导向”成为主要特征。

◆创设真实的“劳动世界”

班建武特别提出劳动课程在实施过程

中，注重真实性，要立足学生真实生活经历

或体验，面向现实生活。一方面可以从真实

的劳动需求出发创设情境，另一方面也可以

从真实的问题出发，指导学生明确劳动任

务。

“成人所想象的劳动往往背离了学生的

真实世界。”班建武说，如果忽视了学生的经

验和发展需要，很多做法会变得南辕北辙。

比如，很多学校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学生不爱

劳动，因此，就在学校弄一块地，做种植园，

想要解决学生不爱劳动的问题。但是，实

践中我们会发现，每个学生都巴不得天天

在学校的劳动基地呆着。对于很多学生来

讲，去劳动显然比在教室里学习更吸引他

们。“他们是不是去劳动？对于他们而言，

这样的劳动更多地是去娱乐和休闲的。所

以，成人压根不了解现在的学生。学生在

这样的劳动中收获到的是劳动素养的提

升，还是其他的东西？”班建武说，只有从学

生真实的经验出发，劳动课程的设计才能

更符合实际。

劳动课程学段进阶安排，是很大的挑

战。班建武举例洗衣服的教学，就具体洗衣

服的技能而言，小学、中学、大学并没有本质

性的区别，但洗衣服体现出的劳动观念、品

质、精神确有学段性的明显区分。小学阶段

体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中学高年级的洗

衣服，重点是探讨洗衣服背后的劳动事件

——水、洗衣粉或者肥皂从哪里来，衣架从

哪里来？“看起来是自己洗一件衣服，背后是

一个复杂的社会劳动系统来支撑着个体洗

衣服这个事情。”班建武说要在劳动项目式

学习中引导学生逐渐走向对劳动更深层次

的内涵的挖掘。

教师作为成人，对劳动教育会有一种刻

板印象。班建武出示1978-2017年我国城乡

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图，2018年我国

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28.4%。“恩格尔系数

在 20%—30%是富足的发展阶段，现在的孩

子是在富足的时代长大的，我们两代人对于

劳动的价值认识会存在很大不同。年长人

会认为劳动是谋生，但对于很多孩子而言，

他们从来就没有过饿肚子的经历，谋生对于

他们来说根本不是其考虑的重点。”班建武

说道，现在和孩子讲忆苦思甜，成人和孩子

理解的“苦和甜”完全不一样。“苦是某种匮

乏状态，成人对苦的体验是物资匮乏，但孩

子们对苦的理解则是精神世界的匮乏。”班

建武说，现在孩子吃饱穿暖，但精神世界特

别单调，除了学习之外，没有别的获得自我

存在感和获得感的途径。

“吃饱穿暖后，精神上的价值需求没有

得到满足。从这个角度思考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对孩子的价值在于：劳动是人的本

质力量对象化的实践活动。”班建武解释道，

劳动可以把一个人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外化

为一个产品，通过自己创造出的产品满足自

我和他人的需求，从而获得当下存在的意义

感和价值观。“怎么帮助孩子理解日常生活

劳动，怎么去设计？家务劳动对孩子来说，

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孩子证明自己是

家庭一员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当一个孩子

发现家庭里有自己存在的痕迹，他的劳动外

化为家庭的环境，才能发现家庭不是做作业

的宾馆，而是一个家。从这个角度设计，使

日常劳动更贴合现在孩子成长真实的环

境。”

班建武说，三类劳动和十个任务群要从

孩子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仅仅盯着衣服怎么

洗、菜怎么炒上，要注重孩子自我实现感的

获得，以孩子的逻辑来处理相关劳动的知识

和技能。“不要只见劳动知识、技能而不见孩

子本身。只看到一项项的劳动技能，看不到

孩子真实的劳动遭遇。避免劳动教育只见

物不见人，摈弃像‘菜谱式’‘使用说明书’的

劳动课程，让劳动教育走向情景化、项目化、

品质化。”班建武说。

一、理性是教育的应有之义

理性和感性犹如人之双脚，是教育之两

翼，缺乏其一，都将会行之难远，飞之难高。

所以，教育既需要感性，又需要理性。感性

让教育充满柔性而体现温度，而理性让教育

闪烁刚性而凸显高度。教育要行稳致远，让

立德树人之花盛开而持续，就应让理性成为

那只“惯用而灵活的手”。

回首近二十年走过的新课改之路，考试

成绩的分数确实激励了许多学子不断向上

向善求索而行进的动力，不仅成就了他们的

求学梦，还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生活；与此

同时，分数也如一根刺一样深深扎在学生乃

至广大家长的身上，从而影响了他们身心的

健康成长；甚至如刺刀一般划伤学生的机

体，危及或夺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前者是

分数制定和施行的初衷，而后者则有违教育

的初心。

教育应是“成人之美”的善业，而不是

“毁人不倦”的恶魔。要“成人之美”，不论是

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或者社会教育，岂

能没有理性的“防火墙”或“保护阀”？比如，

正是因为缺乏对分数具有应有的教育理性，

才出现学生因考试成绩不理想而寻思短见，

才发生“多考一分，干掉千人”的怪象和“杀

了第一名，我就是第一名了”的悲剧，才让家

长在面对“班上孩子一半都考了100分，而自

己孩子却考了98分”时失去理智而训斥孩子

“为什么你考不到？”。

所以，教育需要理性，特别是要理性地

看待学生的考试分数。

二、理性看待分数需坚持“以人为本”

分数是用来呈现学生学习考试成绩的

一种方式、一种反馈、一种表达。这就好像

用长度单位米或厘米来丈量人的身高，用重

量单位千克或公斤来称量人的体重。成绩

之分数、身高之厘米、体重之千克，都是工具

或手段，而不是目的。也就是说，教育不是

为了应试，教学不能为了考试，所以要摈弃

应试教育，坚持以人的发展为本的素质教

育。

摈弃应试教育不等于要摈弃分数，考试

或分数不应是应试教育的“代名词”。关键

是试题的命制是否基于真实情境和遵循学

习规律，能否考查出学生的真实水平，考查

的方式是否公平公正而客观，以及对分数的

态度和运用是否合理。

根据人体的生长发育规律，人们研制了

“身高体重标准表”，根据此表就能知道身体

发育是标准还是偏小、偏矮或超高，体重是

标准还是偏瘦、超重或肥胖，甚至还可通过

体质指数公式[体质指数=体重(kg)/身高的

平方(m2)]计算和判断身体的健康情况。在

新课程实施过程中，特别是还保留纸笔考试

和以分数呈现学生考试成绩的科目，教师要

运用好新修订的课程标准所研制的学业质

量标准。但是，最理想的做法，还需进一步

研制更具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本课

程核心素养的“测评标准”。

不管哪一门科目的哪一次考试，其分数

既无法体现学生学习的全部，也不能反映学

生的全部成长。考试成绩90分以上的学生

和90分以下的学生，真的是优秀与否的区别

吗？考 60 分的学生和 59 分的学生，难道适

合给他们贴上及格和不及格的“标签”吗？

如果是，那么依据是什么？有没有标准？如

果换一张试卷考，结果还是一样吗？退一步

来说，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等不等于这个学

生优秀？考试分数不及格的学生是不是这

个学生就不及格？如果语文、数学等的成绩

优秀，但英语、地理等的分数不及格，那么这

样的学生是优秀还是良好，是合格还是不及

格？

此外，学校或家长都不应仅凭学生的分

数来评定教师的优劣，因为学生的分数不能

体现教师的全部育人贡献，并且A学科的成

绩也可能离不开其他学科的功劳。

三、分数帮助学生成为更好的自己

如果一个学生的考试成绩分数和其能

力、品格、价值观等不一定成正比，那么分数

究竟能告诉我们什么？

就拿百分制来说，倘若分数有八九十

分或以上，则说明学生这门课程的学习态

度、兴趣、方法、方向、行为习惯等，都是没

有什么问题的。这种学生，他们坚持去做

就好。如果想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学力，那

就要进一步拓展他们的视野和格局，可加

强学科阅读和学科探究，而不是增加刷题

的量和速度。

倘若分数是六七十分的学生，可能在学

习方法、习惯和努力程度等方面都存在一定

有待改进或提高的空间。这种层次的学生

就应主动请教老师，上课时和做作业时要再

认真点、积极点，平时可做一些有利于提高

思维能力的训练，重在掌握正确的学习方

法。

分数只有六十分以上的学生，往往表现

为学习态度懒散而不认真、学习行为错位而

不在位、上课常常人在心不在即走神而不专

心，甚至还交头接耳，作业不做或随意做一

点、抄一点，通常书写还较潦草。这样的学

生，应要端正学习态度，激发学习的兴趣和

动力。当有了态度、兴趣和动力，他们才可

能回到正轨，成为更好的自己。

总之，分数就像一株带刺的玫瑰花。我

们需要去读懂它，不要寄予它过多的功能和

使命。在分数的面前，最好的姿态是保持理

性，做人要有超越分数的价值追求。

现实中，养成写作习惯、将写作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的教师并不多。由于没有将写作纳入专业发展，导致

部分教师缺乏对教育的深入思考，教育视野与格局未

能充分打开。他们只将工作重点放在教书上，不仅自

己专业成长受限，也对学生的长远发展造成制约。笔

者认为，问题的出现，除了教师个体的因素外，还存在

教研部门培训机制不健全，报刊杂志社与教师间信息

不对称等多种因素。所以，要让写作成为教师的专业

自觉，还需多方共同努力。

一要建立健全提高教师写作兴趣及能力的培训平

台与机制。大多数中青年教师都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培

训，但接受过写作培训的教师并不多，接受过写作系统

培训的教师就更少了。如何通过培训提高教师的写作

能力？应注意以下几点：在国培、省培、市培及校本培

训中，都应将写作作为培训课程，并对写作内容及目标

作出规划；无论哪一层级的写作培训，都应形成科学

的、与教师写作能力对接的课程体系；应以教科院（所）

为龙头，加大对各级培训目标及内容的规划与实施。

二要打通信息不对称的壁垒。很多教师重视写

作，但因作品难以发表，部分原因是作者与报刊社及教

育科研单位间信息不对称。以杂志社文章发表为例，

每个杂志都有自己的定位及年度选题，还有的杂志每

期有专题。但教师们并不了解这些信息，盲目投稿，导

致文章难以被刊用。如何解决杂志社选题与教师写作

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学校科研部门加大对相关期刊

的研究，了解常用期刊的定位、长期及阶段性选题、征

稿信息、投稿方式、审稿流程，以及对文章质量、字数、

基金项目等要求，引导教师有针对性地写稿、投稿，提

高发稿率。

三要教师个体付出艰苦的努力。写作是一项极其

个性化的专业成长方式，没有教师的努力，教育写作的

质量很难得到改善。所以，教师要高度重视写作在专

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多读书、读好书，将高质量专业期

刊作为重要的自我研修教材，加强读书及学习后的思

考，能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捕捉到教育问题，写出聚焦教

育实际、探索教育问题解决方案、有助于同行思考、有

助于教育发展、有助于自我成长的高质量文章。通过

写作，让自己在且行且思中不断成长。

写文章，是将教育实践研究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

来；发表文章，是将对教育问题的思考通过媒体与同行

交流的重要形式。在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中，缺少读

书、写作、文章发表这些环节，较难将自己的教育教学

走向深刻，也难以让自己的专业发展走向诗与远方。

所以，重视教育写作，将写作作为一项专业自觉行为，

是教师个体、学校、教育培训部门及报刊杂志社都应思

考的问题。

庆庆是一个白白净净的男孩子，第一眼看到他，我

认为他一定是个活泼开朗，善于表达的孩子，后才发

现，他常常是一旁微笑着不说话的角色。上课回答问

题，他总是很胆怯地站起来，声音小到我几乎听不见。

最开始，我以为他比较害羞，直到有一天，我拨通

了庆庆奶奶的电话。庆庆奶奶焦急地对我说：“李老师

啊，庆庆是早产儿，先天发音不好。以前读幼儿园时，

他因为说话被朋友笑话过。上小学了，他怕又被其他

同学笑话，就不愿意开口了，但是他真的很爱学习！”

我想要让这个安静的孩子大胆地开口，就要消除

他的自卑感，给他鼓励和肯定。于是，我开始不断尝试

——每次上课，我都会尝试邀请他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效果却不尽人意。庆庆只是能做到被动地表达，想

要让他主动与大家交流还是很困难的。直到一次口语

交际课上，我发现了良方。

那节课我执教“有趣的动物”，这是孩子们感兴趣

的话题，大家积极举手来交流想法。我看见庆庆把手

微微地举起来，马上又缩回去，我走过去微笑着说：“庆

庆，请你来说说你觉得有趣的小动物。”他有一丝犹豫，

但还是害羞地站起来喃喃道：“我觉得最有趣的小动物

是小兔子，小兔子的眼睛红红的，就像红宝石一样，一

跳一跳很可爱。”庆庆的声音依然很小，但能听得很清

楚，于是我转向其他的同学问道：“哪位同学来点评一

下庆庆讲的内容？”这时，一个孩子高高地举起了手，他

认真点评道：“我觉得他有进步了，以前，他说的我都不

怎么听得清，今天我听得很清楚。”庆庆耳根子都红了，

我赶紧请大家把掌声送给他，庆庆笑得更甜了。

我本以为那节课就这样结束了，但午间时分，卫

生委员突然跑过来对我说：“李老师，庆庆说他如果

不把今天口语交际的内容说得更好他就不去吃饭！”

我走进教室，看到庆庆较真地练习要讲的内容。我

心里一阵触动，于是，走到他跟前说：“庆庆，我知道你

想要说得更好，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你也得先把饭吃了

呀！”庆庆听后，脸上露出了常有的温柔的笑容，小跑着

去了食堂。

从庆庆的举动来看，显然同学的肯定给他带来了

力量，让他想要变得更好。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在互

帮互助下共同进步，也会给教学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与感动。那件事过后，我也恍然大悟：作为一名教师，

我们就是要去发现孩子被肯定被认可的需求，渐渐地，

你会发现那些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孩子，其实也会散发

光芒。而这些光芒也会照耀在我们身上，给予我们前

行的力量。

观点

让写作成为教
师的专业自觉

■ 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吴维煊

教育叙事

他进步了
■ 广汉市连山第二小学 李雨奇

给孩子创设真实的““““““““““““““““““““““““““““““““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劳动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班建武谈“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上）

■ 本报记者 夏应霞

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首次发布了“劳动

课程标准”。什么是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怎么理解劳动课程标准的颁布，如何在教学中

落实劳动课标要求……很多问题让教师困惑。5月20日，成都市教科院举办了“劳动课

程标准解读会”及首期“劳动教育种子教师孵化站”培训活动，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公民

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班建武教授就“劳动课程标准的时代意义及其实践要求”进行

专题解读。

班建武围绕“劳动课程标准的时代意义”“劳动课程标准的时代要求”“劳动课程标

准实施需要注意的问题”三方面进行讲解，他提出“处理好劳动教育和劳动课程的关系”

“给孩子一个真实的‘劳动世界’”“诚实劳动的本质是敬畏生命”……这堂高水平的线上

课标解读让“孵化站”学员及成都市各区（市）县的劳动教育教研员及专兼职教师600余

人受益。

读懂分数：
理性看待考试成绩

■ 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李文送

近日，有位老师来信说：“李老师，您发表在《教育导报》上的读懂学

生、读懂自己、读懂教研、读懂课程、读懂课标、读懂教学等文章，对一线

老师来说，很受启发，挺实用的，让我受益匪浅。有个问题想请教：新课

标强调要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为什么不少课程还是以分数的形式呈现学

生的考试成绩？分数不是应试教育的‘代名词’吗？教育是不是应该摒

弃分数？”

考试和分数真的等于应试教育吗？我不禁陷入深思和追问。在我

看来，不应在它们之间简单地画上等号，而应读懂分数，理性看待学生的

成绩，形成健康的“育人观”。

专家视角

蒲雨蒲雨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