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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系列报道

“咣当——咣当”，一座青砖矮房
里传出打铁声。炉窑里火光闪耀，一
块红亮通透的铁条放到铁砧上，数条
胳膊抡着铁锤锻打。一张张充满朝气
的面庞红光盈盈，汗珠点点。

这是浙江龙泉中等职业学校的刀
剑实训基地，省级工艺美术大师郑国
荣正带着学生开展锻打实训教学。郑
国荣铸剑 30 余年，面对眼前的弟
子，有句话他常挂嘴边：“只有经得
起千锤百炼，才能炼出光芒与锋利。”

课程有劳动
郑国荣口中的“千锤百炼”，正

是龙泉中等职业学校目前全面推行的

劳动教育。
“技能教学就是要学生在动手劳动

中培养技能，所以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
是一脉相承的。”校长曾国健说。

既然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有着天然
的联系，为何又要在办学中凸显前者的
功能和价值？在曾国健看来，有的职校
生对待劳动“态度不端正”。学校对近
几届新生的调研发现，学生对学习技能
所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认识不足。“就
拿刀剑、青瓷两个专业为例，就业率和
薪资差不多，但选青瓷专业的学生是选
刀剑的4倍。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觉
得铸剑太苦了。”

龙泉宝剑和龙泉青瓷分别被列为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和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学校作为当地唯
一的传承基地，承担着培养传承者的重
任。于是，培养学生的劳动素养，解决

“怕吃苦”的问题，列入了学校的教改。
新生入学的始业教育周，学校就组

织学生走访当地的大师、工匠，聆听他
们的奋斗史。学生陈佰琳印象最深的是
青瓷大师徐朝兴的劳动故事：做学徒那
会儿，要走十几里路去学本事，每天干
活不下10个小时。“看着徐大师手上的
老茧，我终于明白艺术家不光靠灵感，
劳动才是他们创造的源泉。”

这些真实的案例和感悟，有的成为
学生的日记，有的成为教师的德育题

材。而要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与
能力，课程教学是关键。

龙泉青瓷有70多道工序，教师们
不折不扣地将每一道工序编入教材，在
课堂上手把手教学生。就拿揉泥来说，
学生要足足练上一个多月，每次必须用
尽力气反复揉捏，确保泥里没有一个气
泡。普通学生第一天肯定累趴下，但下
节课必须继续练习。等到最后学会，学
生也快成半个“大力士”了。

课堂上还增加了劳动环节。只要是
青瓷实训课，最后3分钟，学生必须将
台面清扫干净，所有工具归位。“别看
是个小细节，但表达了我们对传统技艺
和劳动的尊重。”该专业教师张立说。

校内有工坊
龙泉中等职业学校的刀剑、青瓷专

业，实训课时占到一半以上。校内专门
开辟了实训工坊，为学生提供真刀真枪
的劳动实践场地。

记者来到校内的宝剑锻打房，一股
热浪迎面袭来。窑炉附近温度实测超过
40℃。学生柳晨亮正抡着7斤多重的大
铁锤，每一次敲打声铿锵有力。

（下转第二版）

“工匠”还从劳动来
——浙江龙泉中等职业学校全面推进劳动教育纪实

本报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陈灵娟

本报武汉 5月 6日讯 （记者
程墨）经过漫长的等待，沉寂了3
个多月的校园又焕发出活力与生
机，今天，湖北40余万名高三和
中职、技工学校毕业班学生迎来新
学期。

“欢迎你们回到学校。”早晨6
点刚过，武昌实验中学的高三学生
就陆续到校了。记者在现场看到，
该校在校门口设置通道分流学生，
同时，学生与教师分不同通道，学
生入校前先洗手，然后经检测点测
温后进入班级。测温点分双通道通
行，学生无须停留，在经过测温仪时
会自动测温，若体温正常，会出现语
音提示。在经过测温点后，先前没
有洗手的学生，在校内洗手后，随
后方可进入教室，而班主任则在教
室内负责学生秩序。

（下转第三版）

开学啦！湖北高三学子迎来新学期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5月6
日召开会议，听取疫情防控工
作中央指导组工作汇报，研究
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
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决定
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
导组，督促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疫情防控工作各项决策部
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第一线
工作指导。在党中央坚强领导
和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
中央指导组同湖北人民和武汉
人民并肩作战，突出抓好源头
防控、患者救治、物资保障三
项重点，下最大气力控制疫情
流行，努力守住全国疫情防控
第一道防线，展现了中国力
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为
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
体战、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境外
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并没有得到
有效遏制，国内个别地区出现
聚集性疫情，新冠肺炎疫情还
有很大不确定性。湖北省疫情
防控已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
常态化防控转变，但并不意味
着防控措施可以松一松、歇一
歇。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联络
组，加强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疫
情防控后续工作指导支持。要
继续指导做好治愈患者康复和
心理疏导工作，督促落实常态
化疫情防控举措，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要毫不懈怠抓好各
项工作，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决不能前功尽弃。要协调推动
湖北省和武汉市在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推动支
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
政策落实到位，加快恢复生产
生活正常秩序。

会议要求，及时总结和运
用好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
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围绕
暴露出的问题补短板、堵漏
洞、强弱项，理顺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提升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完善
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健全
重大疫情、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和救治体系。要坚持预防为
主，创新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
方法，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完
善公共卫生设施，大力开展健
康知识普及，提倡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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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6日讯 （记者
董鲁皖龙） 今天，由教育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资委、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共青团中央等六部门共同
主办的2020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
业“百日冲刺”行动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十大专项行动。中宣
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
组书记、台长慎海雄，教育部党
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以视频连
线的方式出席了启动仪式。

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
874万人，增量、增幅均为近年
之最。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种因
素叠加影响，2020届普通高校毕
业生就业面临较大压力。目前已
有2/3省份的高校开学或明确开
学计划，毕业生求职即将进入关
键期。“百日冲刺”行动将从5月
持续到8月中旬，在这关键的100
天里，教育部及相关部门将重点

组织开展升学扩招吸纳行动、充实
基层专项计划行动、扩大毕业生参
军入伍行动、开拓科研社区医疗基
层岗位行动、推进企业稳岗扩就业
行动、推进创业带动就业行动、持
续开展网上就业服务行动、重点帮
扶湖北高校毕业生行动、助力脱贫
攻坚行动、狠抓责任落实行动等十
大专项行动。

当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5G
新媒体平台央视频携手国投人力，
与教育部共同发起的“24365国聘
行动”联合专场招聘活动同时启
动。其中，脱贫攻坚云招聘专场系
列直播率先登场，共计12家企业将
参与为期4天的在线宣讲并接收简
历。

2020届普通高校毕业生
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启动

“妈！我又重了！”近日，福建省福
州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小毅（化名）喊
叫着。从学校放寒假开始，3个多月，
小毅重了11斤，身高变化却不大。

“孩子本来很喜欢打羽毛球，但
居家期间不知道能做什么运动。开始
上网课后，他又经常坐在桌前听课、
做作业。”小毅的爸爸表示，这样的
体重增长方式“不太健康”。

小毅的情况并不是个例。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近期对中小学生居家锻
炼情况进行线上调研发现，70%以上
的中小学生有一定的居家锻炼，但是
约 55%的学生运动时间不足一小
时；总体上运动不足，强度不够。

发挥体育网课效用，疏
解负面情绪

与其焦虑，不如运动。在湖北省
武汉市教育局的委托下，武汉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体育教研员顾静和她的名师
工作室成员组建了“疫情期间亲子运动
课堂”项目策划组，引导大家通过运动
转移注意力，疏解负面情绪。1月29
日起，“亲子运动课堂”通过武汉市教
育局的网站、微信公众号、QQ等平台
播出，一天一期，为中小学生居家运动
提供指导。

在教学视频里，有双人跳绳，有一
家三口脚勾脚跳“编花篮”，有亲子以
腰间别着的一条手绢为“攻击目标”互
相追逐……在顾静名师工作室成员、武
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小学体育教师刘艺涛
看来，用简单、直观的小视频教给学生
运动方法，更能“让孩子一学就会，随

时随地都能练”。
在网络上，“学生居家运动”成了

热搜词。同样是篮球技术的教学，如果
家里没有篮球，可以通过亲子间抛接玩
偶来锻炼灵敏性；同样是上肢与核心力
量的训练，可以通过“拧毛巾”比拼、
在平板支撑中加入纸杯“叠宝塔”竞赛
增加趣味……这都为居家的中小学生提
供了很多参考。

进入 2 月，各地网课陆续“上
线”，体育空中课堂及时地补充进学生
们的日常生活中。中国教科院的调研显
示，就在线体育课的内容而言，全国各
地的教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进行了大量
尝试，从反馈的情况看，学生的个体运

动、技术简单的运动更好实施。最多的
内容是跳绳（55.07%），体能练习的占
比也达到46.04%。由此不难发现，现
阶段教师最常用、最容易被学生和家长
接受的项目是单人体能类运动项目。相
对而言，个人体能类运动对场地、器材
的需求较少，也不需要教师、家长过多
指导，是在线指导学生运动初期呈现的
一种正常现象。

但体育在线课的一些问题也随之而
来：“录播课互动性不足”“孩子只看不
练兴趣低”“教师针对性指导不到
位”……如何让体育网课发挥出效用，
这对教育者提出了较高要求。

“要通过制作有趣的动画、搭配有
节奏的音乐，以游戏带动锻炼等形式提
高儿童、青少年的积极性，教师还需注意
锻炼内容应以个人体能练习为主，动作
简单、可重复，如俯卧撑、仰卧起坐、跳
绳、健身操等。”中国教科院体育卫生艺
术教育研究所所长吴键表示。

中国教科院的调研报告提醒，对于
不同年龄的学生应该有锻炼内容的偏
重，而不应该出现跳绳从小学一年级练
到高中的现象。

（下转第三版）

调研发现超70%中小学生居家锻炼，但过半学生每天不足一小时——

疫情之下如何强健孩子体魄
本报记者 林焕新 王家源 梁丹 赵秀红

■“中小学生居家学习系列观察”之一

编者按
一场突发新冠肺炎疫情，让我国2亿多中小学生开始了长达两三个月

的居家学习。而长期居家学习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如中小学生因缺乏体育
锻炼影响身体健康、居家环境导致学生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家长管理严
格导致亲子关系紧张，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报今日推出“中小学生居
家学习系列观察”栏目，就以上公众关心的中小学生长期居家学习产生的
问题采访相关专家、校长、一线教师，以给出有针对性的破解办法和改进
建议，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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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6日，武昌实
验中学高三年级的学
生在上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