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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俄罗斯：重拾劳动的德育功能

环球快报

法国改进高校录取系统
开设补习减少学业失败

姜晓燕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俄罗斯劳动教育地位弱化，
导致青年缺乏劳动热情和劳
动积极性，不尊重劳动，却崇
尚不劳而获，引起了俄罗斯
社会各界的担忧。近年来，
俄罗斯重拾苏联劳动教育的
实践经验，创新劳动教育活
动形式和保障机制。
——编者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
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苏联教育
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苏联劳动教育体系
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经济发
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具有时
代特点。
今天，俄罗斯的德育，延续了苏联劳动
教育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
新。2015 年发布的《2025 年前俄罗斯联
邦德育发展战略》确定，劳动教育是道德教
育的主要内容，提出要吸收儿童参与劳动
活动和社会公益性活动。通过劳动教育培
养儿童尊重劳动、劳动的人和劳动成果；
培
养儿童自我服务的技能及劳动的需求，以
及认真、负责、创造性地对待劳动的态度；
培养儿童合作劳动和独立劳动的能力，并
能够正确评价劳动的意义和价值；促进儿
童通过参加社会活动帮助其将来更加理性
地选择职业。2016 年，俄罗斯教育科学部
部长在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会议上倡议中小
学校恢复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地位弱化引起社
会担忧
尽管苏联历次教育改革在“重视知识
教育与重视生产劳动”
之间摇摆，
不同时期
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但劳动教育
始终是苏联教育的重要内容，形成了形式
多样、校内和校外教育共同组成的劳动教
育体系。
十月革命后，1918 年 10 月，苏维埃国
家教育委员会公布了《统一劳动学校规程》
和《统一劳动学校宣言》，确立了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苏联科学院、
教育科学院、师范大学的教研室对劳动教
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著名教育家马卡
连柯、苏霍姆林斯基在劳动教育实践和理
论研究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20 世纪 90 年代后，劳动教育的地位
弱化。俄罗斯中小学开设的
“综合技术”
课
承担了劳动技能、劳动观的培养功能以及
生涯教育的功能，但是，中小学生参与劳动
实践的机会较少，几乎不参加体力劳动、社
会公益性劳动及生产性劳动。劳动教育地
位的弱化导致缺乏劳动热情和劳动积极性
的现象在青年中普遍存在，体力劳动不受
尊重，付出少而回报多，甚至不劳而获的人
被认为是
“会生活的人”
。这样的生活态度
和价值观引起了俄罗斯社会各界的担忧。
2001 年 2 月 ，
《俄 罗 斯 联 邦 国 家

劳动教育
2001—2005 年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
出台，重新强调德育。
《2025 年前俄罗斯联
邦德育发展战略》为开展劳动教育提供了
政策支持，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也引起俄罗
斯联邦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部
以及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机构共同关注。
继承劳动教育方面的好传统和经验，
加强劳动教育的动议在俄罗斯社会得到广
泛支持。2015 年，俄罗斯的一项社会调查
显示，74.7%的受访者同意这样的观点，即
“中小学校必须要教学生学会劳动，
培养学
生尊重劳动，
学生必须要参加学校劳动，
包
括学校值日、班级值日和生产劳动实践”。
仅有 10.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尝 试 引 入“社 会 公益 性 活
动”概念
社会公益性劳动是劳动教育的基本类
型，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是提高社会公德、增
强社会责任感、了解与服务社会不可缺少
的教育活动，也是中小学德育的重要内
容。但儿童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在俄罗斯
缺少法律支持，俄罗斯与劳动相关的法律
只有《劳动法》，该法中的劳动所指的只有
一种形式，即有偿性的雇佣劳动。
《俄罗斯联邦教育法》对学生可以根据
自身的意愿参加或不参加教育计划中未列
活动没有做出规定，
因此，
如果未经家长同
意，
现存的法律实际上禁止吸收未成年人参
加学校教学计划没有规定的劳动活动。学
校只有在获得家长书面同意和学生本人同
意后，才可以组织中小学生参加
“星期六义
务劳动”
之类的社会公益性劳动，
包括打扫
学校卫生、
浇花、
擦黑板等自我服务性劳动。
在教育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
通过制定《劳动教育条例》，在经过家长和

学生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组织学生利用课
余时间和假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活动。
比如，
有些学校的《劳动教育条例》规定，
五
至七年级学生，每学年参加 10 天的劳动，
每天平均 2 小时；八年级学生，每学年参加
10 天劳动，每天 3 小时；十年级学生，每学
年参加 15 天劳动，
每天 4 小时。
为消除儿童参加公益性劳动所面临的
法律方面的掣肘，2017 年 11 月，俄罗斯国
家杜马教育科学委员会会议讨论劳动教育
法律草案。委员们提出，
必须要修改法律，
使学校可以组织劳动教育实践。前不久，
俄罗斯国家杜马通告显示，国家杜马正着
手在相关法律中引入
“社会公益性活动”
的
概念，希望根据儿童心理生理特征和年龄
特征，根据教育组织的章程，为组织自愿
的、无偿的劳动创造法律基础。

在生产实践中开展道德教育
“学生生产队”
是农村学校七至十年级
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形式，最早的学生生
产队于 1954 年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
“俄罗斯”
农庄建立。作为学生生产队发源
地，斯塔夫罗波尔地区保留了学生生产队
等苏联时期的劳动教育传统。
2017 年，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有 112 个
学生生产队，229 个中小学学生联合会，这
些组织都设在学校中，有 3.5 万名五至十
一年级学生参加。学生生产队一般联合耕
种土地，
联合使用企业机械，
依托补充教育
机构组织跨学校的生产队，
学生参加小麦、
土豆、蔬菜等农作物耕种。当地农业大学
每年组织农业生产技能大赛，优胜者可进
入大学学习农业专业。
“大学生劳动队”
是苏联时期劳动教育
的重要组织形式，最早的大学生建筑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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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开始于 1959 年。但随着社会的巨大变
化，大学生劳动队活动停止。2003 年 7 月
9 日，俄罗斯联邦政府青年事务委员会在
莫斯科召开了“关于国家支持大学生和大
学生劳动队”
的会议，
会上建立了由教育部
副部长任主席的跨部门协调委员会，支持
建立“全俄罗斯大学生劳动队”。2004 年
2 月 17 日，在纪念大学生劳动队建立 45 周
年之际启动了
“全俄罗斯大学生劳动队”
活
动。2015 年 2 月 21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
署确定每年的 2 月 17 日为“俄罗斯大学生
队日”
。
“全俄罗斯大学生劳动队”
以为青年人
提供临时就业机会为目标，同时对学生进
行公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其基本任务
包括，促进在读学生和毕业生临时就业或
者长期就业；
吸引青年学生参加劳动活动；
开展文化和社会工作，对青年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
为俄罗斯各行业培养储备人才。
“全俄罗斯大学生劳动队”
继承了苏联
“大学生劳动队”
的传统，
其成员是高等、中
等职业学校学生；继承了苏联时期按专业
划分的传统，分别组建了建筑队、教育队、
农业队、服务队、列车乘务员队等；继承了
参加落实国家最重大基建项目的历史传
统，大学生建筑队先后参加了亚太经合组
织相关会议场所建设项目、喀山大学生运
动会场馆建设项目、索契冬奥会场馆建设
项目、2018 年世界杯足球赛场馆的建设项
目等。
作为俄罗斯最大的青年社会组织，
“全
俄罗斯大学生劳动队”共有来自 74 个地区
的 24 万名参加者。除了参加暑期劳动以
外，还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等社会公益
活动，包括帮助老战士，帮助儿童院、中小
学校，
帮助能力受限儿童等。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前沿直击
经合组织研究发现，虽然学生的运动时长和频率与学习成绩没有必然联系，但运动对青少年及其成年
后的健康状况有很大促进——

适度运动有助于学生终身发展
唐科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
“经合
组织”
）一项关于体育运动与学生成绩和健
康关系的调查显示，
学生参加运动虽然不一
定能够促进学科成绩的提高，
但与青少年及
其成人之后的健康状况存在正相关。因此，
经合组织建议，
教育者和学校可以通过高质
量体育或帮助他们在校内外积极参与运动，
增进学生身心健康。
经合组织认为，运动在学生的生活中
发挥着关键作用。定期运动可以降低青少
年肥胖、患焦虑症、自卑以及被欺凌的风
险，能够帮助他们在成人后过上更加积极
健康的生活。但是，体育课及课外运动通
常会与学习、作业等重要事务抢时间，因
此，教育者和家长可能会问，孩子是否应该
用大量时间参加体育活动，参与运动与学
生学业成绩和健康之间存在多大程度的相
关性？
在 2015 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评中，经合组织收集了 15 岁学生参
加体育运动的情况，并通过分析得出以下
结论。

体育运动。高强度运动每天至少需要 20
分钟，运动者会大量出汗并出现呼吸加快，
如跑步、打网球或者踢足球等；
中强度运动
每天至少需要 60 分钟，运动者会出汗并心
率加快，如步行、跳舞、爬台阶、骑车上学
等。
调查显示，
平均而言，
参与调查的国家
和地区中，有 52%的学生每周至少有 3 天
参加高强度体育运动。丹麦、冰岛、挪威、
波兰、瑞典和美国有超过 60%的学生每周
至少 3 次做此类运动；而巴西、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法国、韩国、中国香港、中国澳
门、新加坡、突尼斯、土耳其及阿联酋，
有不
到 40%的学生做这样的运动。
在大多数参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
的国家和地区中，男孩比女孩参加高强度
体育运动的时间更多。男孩每周高强度运
动天数平均为 4.4 天，女孩为 3.5 天。北
欧、东欧国家男女性别差距最小，日本、韩
国、拉美国家性别差距较大。

大多数学生坚持体育锻炼

经合组织发现，体育运动与学生身心
健康之间存在明显的促进关系。根据国
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参加适度体
育运动的学生通常比不参加运动的学生有

经合组织将学生体育运动的类型划分
为两类，分别是高强度体育运动和中强度

定期体育运动的学生身心更健康

更高的社会心理健康成绩。例如，频繁参
加适度体育运动的学生更看重团队合作。
在大多数国家，每周至少 3 天适度锻炼的
学生比不锻炼的学生对生活的满意度更
高。不参加体育运动的学生生活满意度
水平为 6.9 （最低 0，最高 10），而每周
锻炼一次或两次的学生满意度水平为
7.2,每周至少 3 天参加高强度运动的学生
生活满意度水平可达到 7.5。但是，经合
组织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应该对这一结
果谨慎分析，没有参加任何体育运动的
学生可能因为身体残疾妨碍他们参加这样
的运动。
另外，课后不参加体育运动的学生的
几项心理和社会评估指标得分较低，他们
参与冒险行为或活动的可能性更大。平均
而言，
参与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
校外参加
适度或者高强度体育运动的学生比不参加
任何体育运动的学生产生学业焦虑的比例
低 3%，
在学校融入困难的比例低 7%，
逃学
的比例低 3%，
被欺凌的比例低 2%。

运动与学习成绩没有必然联系
研究表明，定期参加体育运动可以提
高青少年的记忆力、毅力及自律性。平均
而言，
在参与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
每天至

少 60 分钟适度体育运动与学业成绩之间
存在适度正相关。调查中，学生在校外参
加适度体育运动的天数与他们的科学平均
成绩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样，适度
体育运动与学生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之间
也存在适度的正相关。
然而，高强度体育运动与学生学业之
间存在负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校外每周
参加 7 天高强度体育运动的学生的科学成
绩比其他学生低，
每增加一天同类运动，
学
生科学分数下降 3 分。每周 7 天高强度体
育运动的学生的科学成绩比每周 4 天参加
同类运动的学生低 25 分。在一些科学评
估成绩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中，
如中国香港、
新加坡和韩国，每增加一天高强度运动与
科学成绩之间的负相关度，比其他国家和
地区更高。
经合组织分析，这一现象并不一定意
味着体育运动和学生学业成绩之间存在必
然的因果联系。例如，在高度竞争的学校
中，
学生可能会缩短体育运动的时间，
因为
他们必须把时间用于家庭作业和预习等，
或者频繁参加体育运动的学生属于运动成
功但学业成绩较差的学生群体等。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信
息中心）

今年秋季学期起，法国高 “ 这 类 补 习 课 程 并 非 今 年 首
校启动了新的录取系统“Par创，事实上学校几年前就已经
coursup”，取 代 了 过 去 的
开始实行了。
”
“APB”平 台 。 新 系 统 的 亮 点
近日，法国 《世界报》 记
是对候选人按照“录取”或“录
者前往楠泰尔对刚参加完校内
取候选”分类之外，还设立了
补习课程的学生进行了采访。
“有条件的录取”这一类。此
19 岁的心理专业学生卡米尔
后，法国高校允许申请者在接
需要每周参加一个半小时的补
受某些条件的前提下入学，条
习课，他表示：“这些课程教
件包括延长一年毕业或参加某
给了我们许多学习和工作上的
些补习课程。新措施旨在帮扶
方法。
”
基础较薄弱的学生，降低大学
当然，也有业界人士对这
生的学业失败率。目前，法国
项政策表示质疑。首先，在法
已有超过半数高校开设了此类
国教育国家预算不断减少的前
校内补习课程。
提下，用于此项措施实施的
校内帮扶课程得到了大学
经费是否充足，学校是否有
的肯定。法国利摩日大学副校
足够能力独立开发补习课
长帕斯卡尔·托雷表示：“学
程；其次，新的录取系统今
生个体差异大，让每个学生都
年共向 14.5 万名学生发放了
以同样的速度进步是不可能 “有条件的录取”邀请，但实
的。”据悉利摩日大学将利用
际接受邀请的学生总数至今
国家专项拨款开发两年、三年
仍缺少官方数据，到底有多
或四年的补习课程计划，并于
少人受益于这项措施尚不得
2019 年 9 月起开始实施。大
而知；再其次，高校学业成
学教师芭芭拉·博纳富瓦接受
功不能单纯依靠每周几小时
采访时也表示，她和其他十几
的补习课，学生也不会因此
位老师共同负责本专业的补习
一飞冲天，政策的目标还需
课程，课程依靠团队资源开展
要更多关注高等教育人才培
小班教学，每个班容量最多不
养的目标和课程定位。
超 过 12 人 。 博 纳 富 瓦 表 示 ：
（刘敏 姚苇依）

英国“开展继续教学”
助力继续教育发展
英国技能部部长安妮·弥
尔顿近日宣布，“开展继续教
学”计划为英国前 37 所继续
教育机构提供资金。这项投资
500 万英镑的计划旨在帮助招
聘各行业的顶尖优秀者进入英
国继续教育机构中，支持行业
与继续教育之间进行持续交
流。该计划希望通过引入更加
多样化的经验和技能，进一步
提高英国中等以上教育机构教
学人员的质量。
从英国坎布里亚郡和诺森
伯兰郡到肯特郡和诺维奇市，
这些学院和机构将从特定部门
招募 80 名专家教师，鼓励他
们进入到这些机构对教师进行
再培训。除了支持培训新教师
以外，还有资金总额高达 90
万英镑的 20 个创新项目用于
探索行业和继续教育部门如何

协同工作，确保学生获得企业
真正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开展继续教学”计划作
为英国政府对继续教育机构进
行更大投资的一部分，侧重于
支持优先部门，包括英国准备
从 2020 年开始引入一项黄金
标准“T-Level”课程 （相当
于高质量技术课程），包括教
育和幼儿保育、数字化、建
筑、制造和其他科学工程类科
目，为年轻人提供良好的工作
或继续培训所需的最前沿技能
和经验。英国将从 2020 年开
始，在 50 多所学院教授前 3
门 “T- Level” 课 程 ， 其 余
22 门 课 程 将 在 此 后 逐 步 完
成。这项改革将为英国 16 周
岁以后的学生提供技术教育和
学术教育的选择机会。
（袁慧）

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发布《2017 教育数据摘要》
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日前
发布 《2017 教育数据摘要》。
该报告是由美国国家教育统计
中心托马斯·斯奈德主编的第
三版，涵盖了美国从幼儿园到
研究生各个阶段的数据，包括
学校信息、入学人数、教师、
财务及教育成果等。该报告数
据多来源于美国教育部及国家
教育统计中心等政府部门，由
此反映美国教育现状。
《2017 教育数据摘要》 从
宏观角度进行比较，得出美国
公立学校入学总人数从 1985
年到 2017 年之间平均增加了
28%。其中，小学教育入学人
数从 1985 年的 2700 万人增加
到 2017 年的 3560 万人，增涨
32%，中学入学人数从 1985 年
的 1200 万人增加到 2017 年的
1500 万人。然而，在私立学校

中 ，2017 年 学 生 入 学 率 较
1985 年平均增加 6%，到 2017
年秋季学期，私立中小学总入
学人数约 590 万，仅为同年公
立中小学入学人数的 10%。
报告第一部分聚焦 2017
年秋季学期，美国约有 8640
万人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
大学或者就业；其中，美国中
小学和大学约有 7640 万名学
生。以上数据皆已排除 170 万
名在家接受教育的儿童。在从
事教育相关工作的人员方面，
约有 460 万人被聘为美国中小
学教师或大学教员，教育机构
行政或辅助人员约 550 万人。
从 2017 年的数据来看，美国
人口总数约为 3.25 亿人，平
均每 4 个人中有 1 个人从事教
育相关行业。
（周慧敏）

首届新时代国际艺术教育
交流与合作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黄金鲁克）
近日，首届新时代国际艺术教
育交流与合作论坛在中央音乐
学院成功举行。本次论坛以
“艺术美化世界，教育引领未
来”
为主题，
来自法国、奥地利、
英国等国与国内的艺术家和教
育家就如何培养国际化的职业
艺术家、如何将民族文化和哲
学融入艺术创作并走向世界、
艺术文明与教育、新时代艺术
教育国际化研究等展开探讨。

“艺术教育在继承和传播
人类文化艺术、提高人文素
养、完善人格、激发创新创造
能 力 等 方 面 具 有 重 要 性 。”
论坛上，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
中心主任杜柯伟如此表示。中
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
孙霄兵认为，如今中国教育的
成就一部分源于教育领域的改
革开放，而艺术教育在教育国
际化进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
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