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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治家有道

某短视频里，一个爸爸边拍视频

边说：“快来看看啊，又在造假啦。”视

频画面里，一个穿校服的小学生一手

拿着扫帚，一手拿着撮箕，摆着扫地

的姿势，妈妈拿着手机在拍照，拍好

一张换个姿势再拍一张，拍完孩子立

即放下了打扫工具。从视频的内容

看，是学校经常要求学生在家劳动并

拍照上传，为了应付学校的任务，于

是造假。

学校期望的家校协同劳动教育，

为什么会异化成拍照上传的形式

呢？江苏省昆山市柏庐高级中学教

师孙中兵认为，这当中固然有家长和

孩子的认知原因，但学校也有责任。

学校在设计家校协同的劳动教育活

动时，应设计具有趣味性、适切性、创

造性的劳动，避免纯体力的劳动。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有趣的劳动才能激

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乐于参与到劳

动中去。只有趣味还不行，还必须要

注意适切性，即为不同学段、不同性

别、不同爱好的学生设计多样的可供

选择的劳动。劳动的设计还要注意

创造性，需要激发学生智力去思考、

去观察、去研究，在劳动中获得成就

感。

让学生乐于参与到劳动中去，才

能不异化为拍照上传的形式，才能在

劳动教育实践中形成适应个人终身

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正确价值

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才能体现

劳动课程的育人价值。

在安徽省六安市新安中学教师

许秉红看来，一些家长不让孩子做家

务劳动，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害

怕发生事故。许秉红小时候，家里有

一部只能使用电池不能接交流电的

收音机，而电池用不了多久就需要换

新的。家里刚通电的时候，许秉红产

生了一种想法，如果让收音机接上电

不就不需要老换电池吗？说干就干，

趁父母不在家，许秉红和弟弟找来一

节电线，弟弟托着收音机，许秉红接

电源。刚一接通，只看到火光一闪，

“砰”的一声发出巨大的爆炸声。幸

亏弟弟及时将收音机扔了，不然他们

肯定都受伤了。

这件亲身经历的事情让许秉红

明白，一个家庭缺乏对孩子“安全

规范”的劳动教育是很危险的。而

如今，劳动教育在家庭较难推进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安全问题。有

的家长或许很忙，或许嫌麻烦，没

有教孩子怎样安全规范地劳动，干

脆把孩子保护起来，不让孩子做，

这其实是因噎废食的短视行为。“小

孩子都有很强的好奇心，你越不让

他做，他越会偷偷做，那样反而不

安全，倒不如及时引导，在孩子心

中种下‘安全规范’的种子，使他

逐步养成安全规范的劳动习惯。”许

秉红说，学校也要有所作为，给予

家长一些培训，通过规范的培训，

提高认识，改变观念，规范行为，

让家长们掌握劳动教育的方法。

（本版文字由“教育写作共同体”
提供）

家校同家校同家校同频频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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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根据不同学段制定了多样化的学段目标，不仅在宏观上明确了劳动

教育的价值，也在微观上对劳动教育作出了具体的要求。

家庭是劳动教育的主阵地，在新课标的指导下，学校能够为家庭劳动教育提供什么支持？家庭和学校又

该如何系统地开展既适合孩子年龄段，又富有趣味的创造性劳动？如何增强孩子的劳动观念，让孩子习得基

本的劳动技能，涵养热爱劳动的品质？近日，由四川省屏山县学苑街小学张道明老师牵头，来自江苏、广东、湖

南、新疆、重庆、四川等10多个省（市·区）热爱写作的校长、教师、教研员共同组成的“教育写作共同体”举行了

一次线上沙龙活动，就劳动教育话题开展了讨论。

谈起孩子的家庭劳动，不少家

长表示情况并不乐观。很多家长最

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习，觉得劳动可

有可无。“老师，我的孩子在校表现

怎么样？我们在家什么都没让他

干，他只需要认真学习就够了。”这

是四川省江安县大妙镇中心小学校

教师罗庆兰经常听到家长们说的

话。

家庭劳动和学业成绩真的是鱼

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吗？这种观

念，罗庆兰并不认同。“家庭劳动是

每一位家庭成员都应该尽到的义

务，这是一份责任，孩子从小就应该

培养家庭责任感。”罗庆兰说，让孩

子做家务不是浪费学习时间，做家

务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不仅如此，

家务劳动还能促进文化课的学习。

小小家务活不仅要动脑、动手，还能

锻炼孩子的协调能力，培养孩子对

生活的热情。让孩子爱劳动，爱生

活、爱家人，才是真正为他们的未来

负责。

罗庆兰班里那些成绩优异的学

生，没有一个在家里做“甩手掌柜”，

他们之中不乏一些家务劳动能手。

在罗庆兰看来，家长如果什么事都

主动包揽，孩子就会失去很多机会，

失去独立的机会，失去体验生活烟

火气息的机会。家长适度放手，孩

子往往更优秀。

“家是一个人成长的沃土，家长

则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应该

承担起劳动教育的义务。”四川省都

江堰市团结小学教师黄萍说。细读

《义务教育劳动教育课程标准（2022

版）》，发现课标对每一学段的任务群

从“内容要求、素养表现、活动建议”

都给得非常详细，细到用笤帚扫地、

拖把拖地，用抹布抹桌椅等，这些基

本的劳动技能都可以在家中实现。

黄萍认为，劳动教育的启蒙在

家庭，父母是孩子劳动教育的启蒙

老师，家庭是早期劳动技能培训的

基地。孩子不仅模仿能力强，还对

陌生事物充满好奇，家庭成员的言

行就是孩子模仿的对象。如果一个

家庭一直以来都被打理得井井有

条，大人们习惯将每一个物品使用

后归位，也要求孩子这样做。孩子

也会慢慢养成劳动的意识，具备劳

动能力。如果父母扫地、拖地、洗

衣，让孩子参与，既能满足孩子的好

奇心，也能让孩子知道自己是家中

的一分子，体会到责任，享受到劳动

的乐趣。这样经过多次实践，孩子

不需要家长手把手教，也能掌握家

庭劳动技能，骨子里就会生长出热

爱劳动的品质。

要让劳动教育真正落地，扭转

家长和学生对劳动的误解之外，学

校也应该成为家庭劳动教育的推动

者，为学生创造劳动教育场域。四

川省屏山县学苑街小学教师张道明

表示，让学生认识到劳动是光荣的，

认识到劳动是一种责任与担当，体

验到劳动可以带来快乐，感受到劳

动可以创造“财富”也很重要。教育

不能把劳动当作一种惩戒手段，当

学生违反了纪律或者没有完成作

业，教师不应该罚他们去打扫卫生；

校园种植园不能只有家长和老师忙

碌的身影，要让学生去锄地、播种、

浇水、施肥、采摘，甚至拿“产品”到

街上去卖，在动一动手、弯一弯腰、

出一出力、流一流汗中感受到劳动

的辛苦，品尝到收获的喜悦，植根热

爱劳动的品质。

新课标指出，学校在实施劳动课

程时要始终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与家

庭和社区紧密合作，构建“家庭——

学校——社区”一体化劳动教育环

境。这为学校助推家庭劳动教育提

供了理论遵循。那么，家校如何形成

合力，让劳动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羊额何显

朝纪念小学教师王伟表示，学校要强

化主导作用，多形式助推家庭劳动教

育。

“学校应该为家庭劳动教育提供

一种系统化的支撑。”王伟说。首

先，要坚持理念引领，凝聚家庭劳

动教育共识。新学期，广东省佛山

市顺德区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对校园文化环境进行了重置。在饭

堂、公区、教室等多处区域粘贴劳

动文化宣传标语，并在公众号、校

园网站等宣传平台发布多篇劳动教

育相关文章。利用家长培训超市、

家长沙龙等渠道讨论家庭劳动教育

相关话题。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家长

转变家庭劳动教育的观念，让家长

认识到劳动不是额外的任务，劳动

能够深深地影响孩子的品行养成和

价值观的树立。

其次，坚持项目驱动，打造特

色家庭劳动课程。现在不少学校都

设计了劳动教育课程，然而其中缺

乏特色家庭劳动课程。比如，有学

校利用校园后面的桑园地，大力打

造集种植、采桑、养殖、培育、织

丝于一体的综合性劳动课程，这是

学校主导劳动课程的典型形态。但

王伟认为，这种劳动课程还可以进

一步细化，权责下放到班级，以班

级平台为依托，从自身班级实际出

发，打造特色劳动课程。王伟结合

自己班级的文化创建，以“顺德牛

奶的奇妙之旅”为情境，设计了涵

盖“探寻水牛奶发展史、学习制作

水牛奶甜品、拍摄制作视频、开发

系列微课”四项大任务的劳动教育

课程。将家庭劳动教育中“烹饪帮

厨”中的部分任务有机结合到班级

特色劳动课程中，采取布置亲子劳

动任务的方式，创造了家庭成员共

同劳动的机会。这种融合为一整

体、散为满天星的家校协同劳动教

育课程将会成为家庭劳动教育的主

流形态。

最后，坚持评价导向，制定家庭

劳动教育评价量规。没有评价的劳

动教育，无法深入持续，效果大打折

扣。劳动教育要体现“学教评一致

性”的原则，在课程设计之初，以逆向

设计的思路，重视评价量规的设计。

运用评价量规主要是强化家长对劳

动教育过程中的评价和监控，为家长

合理评价孩子的劳动教育成效提供

标准和依据，避免主观臆测和偏于一

端。比如，在推行“顺德牛奶的奇妙

之旅”劳动课程时，王伟便设计了过

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评

价量规，注重发挥教师、家长、学生、

网络平台成员等多元主体评价，在课

程实施的不同阶段，以文字成果的汇

报、采访对话及交流、甜品的制作及

过程的展示、网络平台的投票、APP

的视频播放量等不同形式进行评

价。值得注意的是，评价量规不能繁

琐，应该简单醒目，容易操作。

四川省都江堰市团结小学副校

长代益梅非常赞同王伟的观点，她认

为，学校不仅可以为家庭劳动教育提

供“评价标准”和“展示平台”，还可以

为家庭劳动教育提供一个系统的“工

程”。以都江堰市团结小学实施的

“亲子生态劳动微作业”为例，这项

“工程”可以包括：一是系统设计整个

6年的学生家庭劳动任务清单。单靠

家长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绝大多数

家庭的劳动内容安排上会比较随意

和零散。因此，在课标未出台之前，

学校便为孩子们设计了1—6年级共

12个学期的在家劳动微作业，每周完

成一个微作业，每学期设计10周，整

个小学阶段就能完成 120 个在家劳

动微作业，包括整理与收纳、烹饪与

营养、种植与养殖等。

二是系统组织开展不同学段的

家庭劳动亲子体验。学校可以牵头

组织家庭劳动活动，每个学生回家在

家长的安全监护下对标实践，既能增

强亲子关系，更能体现多对一的指导

优势，这些是学校场域下无法带给孩

子的劳动体验，同时也能解决家庭劳

动教育碎片化、标高不均的问题。

三是系统收集、整理、评价和展

示学生家庭劳动教育的成果。比如

学校这学期的“亲子生态劳动微作

业”布置了10次，就有3次比较及时

的全校性 1—6 年级优秀作业评比。

最近的一次是一年级剪五角星，二年

级剪对称图案，三年级缝纽扣，四年

级缝沙包，五年级拟定家庭出游方

案，六年级农事体验。这周布置，周

日上传作业到学校平台，下周评比出

优秀作业在学校微信公众号上进行

线上展示，学期末还会在线下举行

“劳动大咖”的终极比拼。当然，学校

还可以通过家校社协作，系统整合能

提供学生进行深度劳动体验的各种

资源。

“劳动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也

是一种基本能力。学校和家庭是劳

动教育的主阵地，落实好家庭劳动教

育，家长和学校都有义不容辞的责

任。”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第五中学

教师丁国满说。在学校，班主任要利

用班会课，设计形式多样的劳动实践

创意活动，如厨艺大比拼、“劳动大比

武”等，还可以设计家庭劳动教育活

动，让学生利用周末完成，如养一盆

花、种一棵树、洗一次碗等；任课教师

要联系课文中的相关篇目，让学生明

白“劳动最光荣”的道理。在家里，父

母是家庭劳动教育的示范者，父母的

劳动行为，将影响并带动孩子参与

劳动。因此，父母要摒弃“唯分数

论”的思维，把劳动作为孩子生存

能力培养的第一要素，给孩子示范

炒菜、做饭，带孩子走向田间地

头，扳玉米、摘枸杞，一起劳动，共

同体验劳动的苦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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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为家庭劳动教育提供系统“工程”

趣味劳动，让孩子乐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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