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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西朔州朔城区某中学要求班主任统
计初三学生家长任职情况一事在网络上引发争
议。当地教育局随后在其官微上针对此事发布道
歉信：因2019年中、高考在即，为落实考务人
员回避制度，杜绝有直系亲属考试的领导干部和
教师参加考务工作，于是要求各学校进行摸排、
申报学生家长任职情况。

道歉信称，由于工作要求不细致，个别学校
安排工作不严谨、表述不严密，致使网友误解，
区教育局深表歉意。有错即改固然精神可嘉，但
给学生家长及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恐怕一时间
难以彻底消除，但愿其他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以
此为戒，多加沟通，在营造和谐家校关系方面下
力气。

摸排家长职务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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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五四精神当成自觉行动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切缅怀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高

度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明确提出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重要要求，为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 媒体广场 / 关键词：五四精神

长期以来，劳动教育不被重视、缺
位失位，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在学校
教育中，劳动教育在课程体系中更多地
体现为课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这些形
式，在教育类型的划分中也只是简单地
与职业技术教育相关联，这些都导致劳
动教育在学校教育中被弱化、在家庭中
被软化、在社会中被淡化。学校抓得不
紧不牢，中小学生劳动机会减少、劳动
意识缺乏，出现了学生轻视劳动、不会
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的现象。当前，
全国上下、教育系统内外都在深入学习
全国教育大会重要精神，这正是营造劳
动教育的良性氛围、深入研究并有效推
进学校劳动教育的大好机遇。

劳动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学校
通过劳动教育可以拓宽育人渠道。在开
展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可以使青少年养
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劳动习惯、劳动情
感、劳动精神，了解和懂得生产技术知
识，掌握生活和劳动技能，在劳动创造
中获得幸福，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这个意
义上看，劳动教育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的基本要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
要内容，劳动教育就是素质教育。

我们今天重提劳动教育，并赋予其
在育人中应有的地位和价值，符合当前
社会发展的需要，更符合未来人工智能
时代的需要。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的体
力劳动和相当一部分脑力劳动将被机器
所替代，技术越发展，劳动对人来说就
越重要，只是劳动的形式和内涵会随着
时代发展而有所演变和进化。时代在
变，劳动也在变。在传统的体力劳动和
脑力劳动被部分取代之后，未来一定会
产生新的劳动形式。因此，我们对劳动
的理解也应该与时俱进。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弘扬“工匠精
神”，其实，对自己的工作和产品精雕
细琢、精益求精，力求把每件事做到最
好、做到极致，这正是劳动本身所承载
的教育。而在专注过程、追求极致的过
程中很可能又会产生新的创意和新的技
术。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言：“手
脑一块儿干是创造力教育的开始，手脑
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不少发达国
家正是充分认识到劳动教育对塑造人
格、成就学业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学校
课程中嵌入劳动，特别重视教育与职业
和生活的关联，培养尊重劳动的态度。
因为劳动教育的本意是注重过程、感悟
过程、在过程中得到启发，传递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的价值观。

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劳动教育虽
然在中小学轰轰烈烈地开展，但在认识
和推进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
为：第一，对“劳动教育”的认识简单
化，把劳动教育等同于“体力劳动”，
认为组织学生开展一些简单的手工活
动、义务劳动就是劳动教育。这种现象
主要是由于教育者对学校劳动教育的本
质及内涵认识肤浅所致。第二，把劳动
教育等同于“一门学科”，认为在学生
中开设劳动实践课、通用技术课和社会
综合实践活动课就等同于劳动教育。这
种认识把劳动教育窄化，没有深入理解
劳动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及多元性。第
三，对劳动教育缺少整体设计，不少学
校的劳动教育看上去挺务实，组织学生
做事、操作和实践，但缺少系统性、整
体性的思考和设计，未能依据学生身心
发展状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系统设计
和创造性地开展劳动教育。

中小学切实有效地开展劳动教育研
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一
是从服务对象出发，通过劳动教育建立
服务自我—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自觉
认识过程。劳动教育的内容首先应从服
务自我开始，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
习惯和劳动意识，掌握相应的劳动技
能；进而服务他人，尊重他人劳动；最
终树立起服务社会、报效祖国的信念。
二是从学生的身心发展出发，遵循国家
教育方针，围绕学校的育人目标，依据
学生的年龄和身心发展特点，采取学生
喜爱的劳动教育内容、形式以及评价方
式，激励学生热爱劳动，崇尚劳动，学
会创造性劳动。三是从问题出发，梳理
和总结中小学劳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问题开展行动研究。

教育要迎接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挑
战，要适应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式，
并且要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实现这一
目的。基于这一目的，今天重提中小学
劳动教育非常必要。我们需要深入挖掘
我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对劳动教育赋予的深刻内涵和蕴藏的独
特方法，并善于从国外先进的劳动教育
中得到启示，总结提炼出切合实际的富
有成效的方法，切实提高中小学劳动教
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真正开启劳动教
育在学校全面育人中的新篇章。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
究院院长，原载《人民政协报》，有删节）

劳动教育如何
深入推进

吴颖惠

回望百年沧桑，历史的脉络清
晰可辨，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
上的划时代意义愈发彰显。历史证
明，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
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
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
碑意义。

百年风雨兼程，伟大精神的力
量穿越时空、历久弥坚。五四运动
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精神财富，就是
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
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历史长河浩荡
向前，精神之火生生不息。在新时
代传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要深刻
把握爱国主义这一民族精神的核
心，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在改造

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
山倒海的历史伟力；就要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勇于变革、勇
于创新，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
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就要发扬永久奋斗的伟
大传统，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实现
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
人民幸福。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
家强。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
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
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
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
100 年。时序更替，梦想前行。今
天，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

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
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
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广
大青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就
是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同人民一道，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发扬五四精神，推进复兴伟业，
对新时代青年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要树立远大理想，以高远之志
激发奋进潜力；要热爱伟大祖国，胸
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
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要担当时代
责任，勇挑重担、勇克难关、勇斗风
险，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
要勇于砥砺奋斗，勇做走在时代前

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用青
春和汗水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
新奇迹；要练就过硬本领，以真才
实学服务人民，以创新创造贡献国
家；要锤炼品德修为，追求更有高
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
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
春梦想。

五四风雷激荡百年，青春中国
风华正茂！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
力跑中，青年一代勇担重任、砥砺
自强、拼搏奋斗，就一定能跑出更
好的成绩，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
的新篇章。

（作者系新华社评论员，原载
新华网，有删节）

让五四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领悟五四精神，先要深化学习。五四
运动这场伟大爱国运动中孕育和发展的五
四精神，倡导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
核心内容，不仅烙刻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更
包含了丰富的价值诉求。

传承五四精神，需要结合实际。在传
承五四精神时，不必拘泥于同一种形式，
更应紧密结合各自的地域、行业、岗位等
特点，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以丰富多彩
的方法体现同一种五四精神，使五四精神
传承于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继续激励一
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
懈奋斗。

弘扬五四精神，更要投身奋斗。弘扬
五四精神绝不能只是一句口号，更要成为
我们的自觉行动。这就要求我们特别是当
代青年，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个人追求
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树立爱国志
向、投身报国行动，找准人生坐标、掌握思
想武器，遵循时代要求、回应社会关切，努
力创新发展、诚心服务人民，积极投身于推
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实践中
去，身体力行地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社
会各界也要为青年一代营造良好的奋斗氛
围，在政策制定、人才评价和相关保障上对
当代青年给予更多关心和帮助，使他们更
加敢于、易于、乐于奋斗。

五四运动已然过去，五四精神百年弥
新。在社会发展的全新时期，我们更有责
任、更有理由、更有信心，学习、传承、
弘扬好五四精神，使之成为青年前行的指
路明灯、变成青年奋斗的内在动力，在更
广范围、更深程度上激发青年的永恒能
量。

（作者系沈林，原载红网，有删节）

弘扬五四精神
激发青年能量

五一小长假期间，一条新闻吸引
了众多网友关注。据媒体报道，在贵
阳某小区附近，一名小男孩只穿一条
内裤在路边蹲马步，引来不少路人围
观。记者采访男孩母亲了解到，孩子
被罚是因为他在学校犯了错。

男孩母亲说：“昨天他去摸了女
同学的屁股，老师就打电话给我说，
这种行为，现在还小，大一点儿的话
就存在猥亵了。”为了纠正儿子的错
误，她决定给孩子一个教训。以彼之
道还之彼身，理由看似充分，但不知
这位母亲是否想过孩子为何有此举，
自己的教育方式是否得当，对孩子的

心理影响几何。实际上，学校教育也
好，家庭教育也好，不假思索、简单
粗暴历来不可取。当孩子还小时，斥
责、讥讽、羞辱、打骂等手段都很容
易在其心中留下阴影，最终的结果往
往是要么孩子郁郁寡欢，要么从此变
本加厉。

从这种角度看，父母应该掌握一
些教育规律，了解不同阶段儿童的认
知与心理发展特点，知道在哪些方面
下力气、避开哪些教育误区，少犯或
不犯南辕北辙的错误。如果说家庭教
育是为孩子奠定生命的底色，那么父
母的综合素养、教育理念以及对教育
常识的把握程度，则决定着这个底色
是鲜亮还是晦暗，是大气磅礴还是局
促逼仄；决定着孩子是壮志满怀还是
郁郁寡欢，其未来是成功的还是失败
的。

好的家庭教育让孩子厚积薄发，
后劲十足，需要父母尊重孩子的成长
规律，不越俎代庖亦不拔苗助长，能

着眼于营造良好的亲子关系，遵循孔
子所谓的因材施教、寓教于乐、教学
相长等原则，与学校教育密切配合，
给孩子以自由和空间，让其潜移默化
之中学会遵守规则，养成良好的行为
习惯，进而拥有良善之心、鸿鹄之
志、砥砺之行。

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父母更
要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做足教育功
课，有意识地检视自我、提升自我，
以开放的、积极的心态，不断拓宽自
己的视野，更新教育理念，做懂教
育、懂儿童的父母，而不是没有定
力，盲目跟风。就像《半月谈》所报
道的，近年来，少儿编程班、绅士淑
女养成班、贵族培养班、少儿 MBA
培训班等非常火爆。部分家长在培养
孩子时求速成、爱攀比，“拔苗式”
育儿花样繁多，有的堪称“走火入
魔”。还有一些家长提前辅导孩子上
高年级课程，辅导时气得突发疾病，
医院接诊的患“辅导孩子焦虑症”的

家长也在增加。
应该说，父母的教育焦虑很大程

度上源于对自己的不自信、对孩子未
来的恐惧，更深一层是对教育规律的
把握不足，即不认为老老实实陪伴孩
子成长，不相信按部就班求学能让孩
子具有较高的综合能力和较强的社会
竞争力。其实，从那些优秀学子身
上，可以看到家庭教育带来的深刻影
响，能看到和谐的家庭氛围，以及父
母对教育规律的坚守、对他们的充分
信任和始终如一的亲密关系。

例如，澎湃新闻的“五四青年
说”栏目采访了许多优秀学子。上海
交通大学 00 后创业学子杨浩，在谈
到父母对自己的影响时表示，“我上
学期学习编程语言的时候，父亲和我
提起他那个时候学习编程语言时的经
历。将近中年的他，脸上满溢着当时
追逐时代最前沿的潮流青年的自豪与
骄傲”。这种无话不谈的日常、融洽
的亲子关系，的确让人羡慕，也给人

很多启示。但从现实来看，并非绝大
多数家庭都如此温馨，也并非许多父
母都能经常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与教
育行为。目前，我国的家长教育体系
尚不完善，针对父母的教育研究缺
失，很多父母在思想上、教育上并不
成熟，教育方法亟待改进。对此，固
然需要政府有所作为，不断完善公共
家庭教育体系，但更需要家长有做好
父母的意愿与行动，能找到家庭教育
的门道与真经。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家庭是
重要的成长课堂。家庭教育为孩子的
未来打下根基，更决定着孩子未来是
否有安全感、幸福感和成就感。一年
年四季轮回，孩子的成长不可逆，在
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当下，做懂教
育的父母该是一种共同追求，理应成
为一种自觉行动。一旦父母意识到自
身责任，并和孩子一起成长，教育焦
虑将会越来越少，理想的家庭教育也
将曙光在前。

理想的家庭教育呼唤学习型父母
张贵勇

五四运动名载史册，同样光芒
万丈的，是由五四运动而“提炼”出
的五四精神，即爱国、进步、民主、科
学。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
今天，包括学界在内的世人对五四
运动的认知更为理性、深刻而全面，
但谁都不否认贯穿五四运动始终的
就是爱国精神。比如许倬云先生就
认为，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在外
患不绝之时，终于凝聚为中国强烈
的国族主义”。

究其因，百年前的中国，“万事
变灭如浮沤”，山河破碎绝非悲情想
象。从“打倒卖国贼”到“拒绝和约
签字”，从“废止二十一条”到“誓死
收回青岛”⋯⋯五四运动中，时人的

热烈呐喊，宣示的正是最澎湃的爱
国精神。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
的情感，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
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
不息的精神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
题。”赓续五四精神，传承爱国主义，
就需拥抱中国梦，把自己的理想同
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
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
奉献国家。

换言之，无奋斗不青春，担当即
爱国。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
征程中，爱国就是到人民群众中去，

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让理想信念
在创业奋斗中升华，让青春在创新
创造中闪光。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
所系、情之所归。赓续五四精神，传
承爱国主义，先需洞察何谓真正爱
国。爱国不是喊口号，爱国不能唱
高调，爱国不能流于形式、归于作
秀。缺乏包容不是爱国，鼠目寸光
不是爱国，盲目排外不是爱国。

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定是从
容而优雅的，也一定是开放而自信
的。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
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
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现在，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
实现这个目标。原因很简单，新时
代的中国青年，不缺爱国热情，也不
缺爱国行动，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
才能亮丽；同人民一起前进，青春才
能昂扬；同人民一起梦想，青春才能
无悔。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这个千帆竞
发、百舸争流的时代，胸怀忧国忧民
之心、爱国爱民之情，在担当中历
练，在尽责中成长。以奋斗之心逐
梦和筑梦，以奋斗之我定义青春中
国，定义充满无限可能的广阔时代。

（本文系澎湃新闻社论，有删节）

赓续五四精神，担当即是爱国

王铎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