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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因素弱化了劳动教育
近年来， 一些地方和学校在加强

中小学劳动教育方面进行了积极尝
试， 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不容回避
的是，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
进、 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青年一
代独生子女化以及劳动形态和方式的
变化， 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问题不
少， 亟待引起关注。

生产力发展带来劳动方式的变
化。 当前， 很多机械代替了人的劳
动。 不仅城市里从事直接的生产劳动
的机会在减少， 在农村地区， 随着农
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别说是中
小学生， 就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直接
从事体力劳动的机会都在减少。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随着我国城
市化率、 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 越来
越多的农民变成了“农民工”、 “新
市民”， 更多的农村中小学生到父母
务工地就学就业， 参加农业劳动的机
会在减少。 加上当今社会对教育的高
度重视， 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家长
往往替代和包办了孩子应该从事的劳
动， 他们主动参与劳动的意识也就更
加淡漠了。

应试教育的导向。 对于学校和家
长来讲， 唯分数至上的教育观让学校、
家长为分数而战。 因为劳动教育不直
接贡献分数， 自然也就被边缘化了。
劳动教育要真正回归， 仅凭发一个文
件是不行的， 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还必
须有使命和担当， 坚守教育良知， 切
实转变教育观念， 花大力气冲破当前
应试教育的束缚， 把劳动教育列入议
事日程。

独生子女因素的推动。如今的独生
子女都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即使他们
在家有时间劳动， 父母对他们也很娇
惯，不会让他们动手，生怕累了、苦了孩
子。还有的父母会让孩子把所有时间用
在学习上，哪怕节假日都要奔走于各种
补习班、特长班、兴趣班，怕误了孩子的
学习，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劳动有其独特的意义。 孩子在劳
动中与外界充分接触， 用身体去丈量
物理和心灵的世界， 用其全部感官去
认知和学习， 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学习
兴趣， 对文化课的学习会起到促进作
用， 还能够提高他们欣赏美和鉴赏美
的能力。

为什么提出“重视劳动教育”
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 尊重人

才、 尊重创造， 这“四个尊重” 是党
和国家的长期方针。 新一届党中央
高度重视中小学劳动教育。 党的十
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多
个场合强调要加强劳动教育。 就在
今年， “五一” 前夕， 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五一” 国际劳动节大会
上的讲话中指出， “要教育孩子们
从小热爱劳动、 热爱创造， 通过劳
动和创造播种希望、 收获果实， 也
通过劳动和创造磨炼意志、 提高自
己”。 “六一” 国际儿童节， 习近平
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少先队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指出， “人世
间的一切成就、 一切幸福都源于劳动
和创造”， 并对广大少年儿童提出了
“争当勤奋学习、 自觉劳动、 勇于创
造的小标兵” 的殷切希望。

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劳动教育的重
视直接推动了有关部门调研劳动教育
的现状， 出台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文件。 这表明党和国家对新时期加强
劳动教育的高度重视。 切实加强劳动
教育， 把广大少年儿童培养成勤于劳
动、 善于劳动、 热爱劳动的高素质劳

动者， 不仅是党和国家的期望， 也是
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方向。

审视当下，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现
状不容乐观， 亟待改进。 新中国成立
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非常重视
面向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 各种学工
学农、 劳动实践曾经开展得如火如荼。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 特别是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新型农业化的发展， 中小学生的劳动
教育被学校、 社会和家长忽视了， 劳
动教育在学校被弱化、 在家庭被软化、
在社会被淡化。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 学校、
家长和社会认为知识是生产力， 知识
更重要， 加上劳动教育的价值是隐形
的， 所以劳动教育最容易被忽略、 最
容易被搁置。 从学校来讲， 劳动与技
术课程经常被占用， 师资、 场地、 经
费等严重不足， 劳动教育无计划、 无
考核。 从家庭来讲， 家务劳动和生产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被忽视， 家长往往
只关心孩子的学业成绩， 只要学习好
什么都不用干。 从社会来讲， 一夜暴
富、 不劳而获的思想有所蔓延， 体力
劳动和生产劳动被淡化、 被歧视。 加强劳动教育需要合力

劳动教育本质在于让孩子在
参与劳动中树立劳动观念， 增强
劳动意识， 提升劳动能力， 激发
劳动热情， 并充分认识劳动的真
正价值。

加强劳动教育， 学校首当
其冲。 学校首先要加强思想引
领。 学校要教育学生认识到，
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
都值得尊重和鼓励， 通过劳动
教育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促进
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二
是要发挥班主任 、 任课教师 、
共青团、 少先队、 学生会等多
个主体的积极性推动劳动教育。
三是要开足开好国家规定的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 通用技术课
程， 保证劳动教育课时。 四是
要统筹设计校内劳动和校外劳
动， 将校外劳动纳入学校的教
育工作计划， 组织学生参加农
业生产、 工业体验、 商业和服
务业实习等劳动实践。

家庭要做劳动教育的助推
器。 家庭是中小学生成长的重要
场所， 家长是中小学生教育的直

接责任人。 家长自身要重视劳动和
劳动教育， 转变对孩子参与劳动的
观念， 积极鼓励孩子参加劳动， 不
要一味让孩子争当所谓的“成功
者”、 “人上人”。

有人曾问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母
亲： “您为养育了一个当总统的儿
子感到骄傲吗？” 她回答说： “是
的， 但我同样为另一个当农民的儿
子感到骄傲， 因为他们都干好了自
己的活儿。” 希望家长们从这个小
故事中得到启发。 家长要明白， 孩
子尽早养成积极的劳动意识、 良好
的劳动习惯和端正的劳动态度， 会
增强孩子勇于创造的精神品格， 也
是为孩子全面发展、 终身发展和人
生幸福打牢基础。

政府和社会要为加强劳动教育
做最坚强的后盾。 政府和社会要建
立劳动教育体系、 形成普遍重视劳
动教育的氛围。 一是要加强保障机
制建设。 加强对劳动教育的领导和
统筹协调， 明确劳动教育责任主体
和负责部门， 确保劳动教育的有关
保障落实到位。 二是要统筹社会资
源， 推进劳动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 因地制宜加强劳动教育场地或
实践基地建设。 农村地区要把相应
的土地、 山林、 草场或水面作为学
农实践的基地。 城市地区要统筹利
用好现有的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
在青少年宫和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等建立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充分利
用闲置校舍、 厂房等建立各行业劳
动教育实践基地。

通过劳动， 学生的品质更加优
良， 身心更加健康， 人格更加健
全， 生活生产的劳动技能提高了，
也提早形成了初步的职业意识， 创
新创业意识和动手实践的能力也会
增强， 一举多得。 教育即生活， 生
活即教育。 教育也是生活教育、 生
存教育、 生命教育的综合体。 劳动
教育就是一种生活教育， 而且是一
种最好的生活教育， 孩子在劳动中
获得一些生活体验， 以及从劳动中
获得生活的乐趣， 培养一种现代新
生活的态度与方式， 既是今后生活
的需要， 也是未来生存的需要， 更
是让生命更好地发展的需要。

（作者单位： 教育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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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让生命更好地发展
劳动教育大家谈

■樊泽民

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 是人
的本色。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我们
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诠释。 劳动
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是立

德树人的重要渠道，是培养广大青少
年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重要方式。近日，教育部等部门
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
育的意见》， 文件切中时弊， 也非常
具有针对性、 可操作性。

爸爸，尝尝我做的

菜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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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育知识传播激励计划优秀案例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协办 anlitougao@126.com

别担心孩子介入“麻烦”
■王月冰

儿子9岁之前， 我一直小心翼翼
地让他生活在单纯环境里， 没有纠
纷， 没有矛盾， 没有龌龊， 只有阳光
和美好。 可是有一天， 麻烦赤裸裸摆
到了儿子面前， 他畏缩、 妥协、 逃
避。 我这才意识到， 我们的真空教育
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一天晚饭后， 儿子在球场玩儿，
几个初中生突然走过来问他： “你有
钱吗？” 儿子身上没钱， 他如实回答。
初中生说： “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你
要来玩儿就要交保护费。 否则， 別
来！” 儿子便乖乖地回来了， 好长时
间不敢去球场， 可又实在想去， 于是
从我给他的早餐钱里省下几块钱， 老
老实实交了“保护费”。 有邻居看到，
把这事告诉了我。 我大吃一惊， 想立
刻带孩子去找那几个初中生。

可就在这时， 家中刚装修不到一
年的房子墙顶油漆层起皮、 掉落， 连
客厅大灯也掉下来打碎了。 老公给负
责装修的易老板打电话， 人家倒好，
直接就说不是他的责任。 老公顿时来
气， 两人于是在电话里吵起来。 儿子
坐在沙发上， 呆呆地看着他爸气得青

筋暴突， 不发一言。 我心中一动，
决定让儿子参与解决这件事。

我当着儿子的面， 和老公冷静
地分析事情。 幸好装修结束时我们
根据合同留了5000元质量保证金
没给易老板。 现在时间不过10个
多月， 就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 如
果他不来解决， 那对不起， 5000
元就没有了。 听说我们要扣钱， 易
老板噌噌噌上门来了。 老公想发牢
骚， 我连忙眼神示意他要给儿子做
好榜样。 我对儿子说： “去给易伯
伯泡茶。” 儿子把茶倒好， 递上来，
很礼貌地喊“易伯伯”。 看到易老
板的脸色有了缓和， 我建议坐下来
平心静气地谈。

事情最后解决得很好。 我对儿
子说： “宝贝， 你看， 你也可以解
决问题的， 你的那杯茶就起了很大
作用。” 儿子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趁机跟他聊起该如何面对麻烦，
比如冷静思考、 据理力争， 比如讲
究方法、 随机应变， 等等。 总之，
面对问题， 我们不能一味退缩； 面
对纠纷， 我们只有耐心去解决。 儿
子似懂非懂地点头。 当然我知道很
多大人在麻烦面前也会举足无措，

何况他一个8岁小孩， 自然还得让他
多锻练。

我老公做建材生意， 这一行最大
的麻烦是赊账多。 从此， 我和老公出
去结账收债时， 尽量带儿子去。

欠债的人可谓形色各异、 五花八
门。 有的人是真没钱， 赊了材料款觉
得满心愧疚。 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理
解， 并且宽容， 但我们提醒儿子， 做
事一定要板眼清晰， 人生不能是一本
糊涂账， 虽然这人真没钱， 可我们还
是得跟他把货单对好， 欠条打好。 有
的人手中有钱， 就是想抹掉一部分资
金尾数才结账。 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
尽量表达我们的艰辛和困难， 希望得
到理解，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随便松口
少钱。 碰上实在“心狠” 的主儿， 没
办法， 丢点钱把账结了， 但下次再跟
这人打交道就会留心眼。

每当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会和儿
子一起探讨如何设置谈判词， 他在适
当的时候该如何“插嘴”。 大凡善良
的人都不会和孩子计较， 而且相信孩
子说的话比较纯真。 因此有几次， 儿
子的巧妙插话还帮我们挽回了一些损
失。

最麻烦的是有钱不愿意还债的

人， 我们一次次登门说好话， 一点儿
用没有； 逐渐把话说重， 对方反而借
势想耍赖。 这时儿子会特别失落， 问
我们：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吗？” 我
们毫不犹豫地告诉他： “这是我们自
己的钱， 为什么要白白送给那种人
呢？ 要回来送给真正困难的人也好
啊。” 我们带着儿子去找律师， 协商
通过法律解决。 虽然不过几万块钱，
但在儿子面前， 我们还是没有放弃，
让法律发挥力量， 最后追到了这笔
钱。 儿子很开心， 说一定好好学习，
长大了也要当律师， 维护正义。 我和
他爸相视而笑， 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
得。

就这样， 儿子陪着我们在“麻
烦” 里周旋， 从中认识了人心的复
杂， 理解了我们的艰辛， 同时学会了
一些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 甚至平生
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理想。

至于球场上那几个初中生， 儿子
似乎没再把他们放在眼里。 他不卑不

亢地在球场玩耍， 不再支付“保护
费”。 我曾问他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的， 他笑， 调皮地回答我： “秘密！
总之比打官司简单多了。 他们没有想
象的那么霸道， 其实都是讲义气的
哥哥。” 从他轻松而开心的笑脸里，
从他们相安无事的玩耍场景里， 我
相信儿子是真正找到了合适的处理
方式。

现在， 儿子已是一名小学六年级
学生， 与“麻烦” 打交道两年来， 他
的变化特别大。 学习努力进步了， 交
际能力也提高了不少。 还有更重要的
一点是， 老师反映这孩子变得非常有
责任心， 处理问题很得体、 稳重、 有
方法。 同学们一致推荐他当了班长。
小班长现在还很关心时事， 经常跟我
们探讨比如环境污染、 交通“路怒
族”、 股市跌涨等问题， 说起来头头
是道。 要知道， 9岁之前， 他可还是
个整天沉浸在动画片里的稚嫩小屁孩
呢。

微评

（9月8日 新浪教育）
为了让三个孩子都能坐在摇椅上听爸爸

讲故事， 大师级工匠哈尔·泰勒制作了一张
他的三个孩子都能同时坐上去的摇椅。

点评： 和孩子在一起，创意不是问题。

（9月9日 环球网）
乌克兰东部一名男童日前到一所新学校

去报到时， 他的父亲为了能使儿子让别人觉
得“有个性”， 竟然驾驶一辆坦克车载儿子
上学。

点评： 这种“有个性” 只能助长孩子炫
耀心理。

（9月11日 广州日报）
西班牙一名已届退休年龄的老父亲为了

帮失业的儿子找到工作， 决定以匿名的方式
刊登广告， 承诺如果有公司愿意聘用自己的
儿子， 便可以获得5000欧元的报酬。

点评： 与其花钱买工作， 不如多帮助孩
子学技能。

（9月12日 华西都市报）
四川学生包涵迎来了在音乐学院附中读

高一的生活， 而他的同桌很特殊， 竟是妈妈
庞女士。 原来， 庞女士为了照顾患有自闭症
的儿子， 从三年级开始， 一直是儿子的同
桌。

点评： 奇迹， 不仅仅需要母爱， 更需要
坚持不懈！

（9月13日 现代快报）
南京一名十五六岁的男孩因迷恋电脑，

妈妈连续两次砸电脑阻止， 却引来男孩与妈
妈的争吵， 男孩一来气竟然两次点火烧房
子。

点评： 暴力教子，只能让孩子更暴力。
（江苏省靖江市城北小学 鞠锋）

微言

有种爱叫“拒绝”
■井长水

现在的孩子大多数是独生子女， 在家
里， 他们是“小皇帝”， 饭来张口， 衣来伸
手， 遇到问题和困难， 全权由父母包办。 于
是乎， 孩子凡事都有了依赖性， 以至于到了
上大学生活还不能自理。 怜子之心， 人皆有
之。 但漫漫人生， 每一个孩子终有一天都会
离开父母， 去独立地生活和融入社会。 现代
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社会， 一个不
能独立生活， 不能融入社会的人是很难成功
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

曾经读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湖， 叫
天鹅湖， 湖中有一个小岛， 住着一个老渔翁
和他的妻子。 渔翁摇船捕鱼， 妻子养鸡喂
鸭， 除了买些油盐， 他们很少与外界往来。
有一年秋天， 一群天鹅来到岛上， 它们是从
遥远的北方飞来， 准备去南方过冬的。 老夫
妇看到这群远方来客非常高兴， 因为他们在
这儿住了这么多年， 还没有谁来拜访过。 渔
翁夫妇拿出喂鸡的饲料和打来的小鱼招待天
鹅， 渐渐地这群天鹅就和渔翁夫妇成了朋
友。 它们在岛上不仅敢大摇大摆地走来走
去， 而且在老渔翁捕鱼时， 它们随船而行，
嬉戏左右。

冬天来了， 这群天鹅竟然没有继续往南
飞， 它们白天在湖上觅食， 晚上在小岛上栖
息。 当湖面封冻， 它们无法觅食的时候， 老
夫妇就敞开他们的茅屋让它们进屋取暖， 并
且给它们食物。 这种关爱一直持续到春天来
临， 湖面解冻。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每年
冬天， 老夫妇都这样奉献着他们的爱心。 有
一年， 他们老了， 离开了小岛， 天鹅也从此
消失了， 不过它们不是飞向了南方， 而是在
第二年湖面封冻的时候冻死了。

天鹅之死， 谁之过？ 那些天鹅在老夫妇
的“爱心” 中失去了生活能力， 当爱心远离
之时， 天鹅面临的只有死亡。 如果父母总
是以“爱” 的名义剥夺孩子成长的权利， 对
孩子过分地溺爱与娇惯， 有时候也会是一
种伤害， 并且会致命。 因此， 只要条件允
许， 家长应该学会“放手”， 果断地拒绝孩
子的一些无理要求。 这不仅不会伤及孩子，
反而会让孩子学会成长， 学会在风雨中强
大， 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不是遇事都
先躲到父母的翅膀底下。 当您的孩子向您
提出这样那样不合理的要求时， 请果断地
拒绝孩子， 让孩子积极地去尝试与体验，
探索与领悟生活中的乐趣吧， 因为， 拒绝也
是一种爱。

（作者单位： 山东潍坊临朐外国语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