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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视点

走出形式、资源、评价误区

劳动教育应在
“教育”
上下功夫

构建“微型学习中心”
开辟教与学新空间

班建武
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如果缺乏必要的
教育引导，那么，学生就容易被劳动中
体力和智力的艰苦付出所引发的生理或
心理紧张所压迫，从而对劳动本身产生
负面的情感体验，甚至是错误的劳动观
念。
教育归根结底是要致力于学生健全
人格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其作用
对象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因而，教
育的中心工作是围绕着人的成长和发展
而具体展开的，生长性而不是生产性是
教育所应遵循的基本行动逻辑。劳动教
育作为教育的实践形态之一，也必然是
以学生劳动素养的全面提升为其行动目
的，同样必须遵循教育的生长性逻辑。
实际上，这就要求劳动教育不能过于突
出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力身份，不
能将其视为生产要素或生产者，而是将
其作为成长和发展中的教育对象，作为
需要不断提高自我劳动素养的学习者。

形式误区——
将直接参与劳动代替劳
动的教育设计

资源误区——
将劳动教育资源简单等
同于劳动资源

当前，很多学校在开展劳动教育的
时候，往往缺乏教育设计，直接用生产
劳动来代替劳动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造
成了劳动教育过程中劳动有余而教育不
足的结果。具体表现为：一是存在学生
在观念上将参与劳动视作其逃离学校学
习生活的一种带有休闲性质的娱乐活
动，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严肃的教育实
践；二是学生从直接的劳动中所获得的
经验和感受，不是必然就具有正面的教
育价值，甚至有可能导致负面的教育效
果，如学生会因为参加各种劳动而更加
厌恶劳动等。
实际上，劳动和教育遵循着不同的
行动逻辑。劳动，更多致力于创造特定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这一过程
中，劳动者更多是扮演着劳动力的生产
要素作用，生产性而不是教育性是劳动
的基本属性。此外，劳动作为人类的一
种重要实践形态，虽然蕴含着非常重要
的教育因素，但如果这些教育因素缺乏
自觉的教育设计，就只能是一种潜在的
教育力量，其对学生的教育影响必然是

劳动教育的有效推进，离不开必要
劳动教育资源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
资源问题是当前制约劳动教育顺利开展
的关键性问题之一。特别是对一些城区
学校而言，相关劳动教育资源的匮乏更
成为其劳动教育有效推进的瓶颈。正因
如此，很多学校在推进劳动教育方面所
做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抓劳动教育资源
建设。但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的最大问
题，可能就是误把劳动和劳动教育简单
等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劳动教育
资源的开发变成了劳动资源的开发。
当前，很多学校把劳动教育与“学
工学农”简单等同起来，所谓的劳动教
育资源开发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工农生产
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而展开。比如，一些
学校为了推进劳动教育，千方百计把学
校可利用的空间都开发成学生进行种植
活动的场地。如果以这一思路来开发劳
动教育课程资源，只会将生均占地面积
较小的学校导向一个难以为继的困难境
地。
诚如前文所述，劳动与劳动教育是

两类不同的人类实践。人们参加劳动的
最终目的，是生产和创造财富。因此，
围绕着生产和创造财富这一目的，劳动
所追求的资源必然是与劳动力的高效率
性、劳动工具的先进性、劳动资料 （对
象） 的可及性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劳动资源的开发基本上是围
绕着生产要素而展开的，其关注的资源
重点主要是生产要素数量上的完备性和
质量上的高效性。
教育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生成长
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其根本价值是助力
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可以说，凡是
能够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产生积极正面影
响的教育力量，都可以纳入教育资源的
视角予以开发利用。从这个角度看，劳
动教育资源就其外延而言，是要远远大
于劳动资源的。一切有助于提高学生劳
动素养的教育载体，如劳模故事、反映
劳动精神和劳动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
等，虽不属于生产要素的范畴，但由于
其都蕴含着对学生正确劳动观念、劳动
精神的教育影响力量，所以都可以纳入
劳动教育资源开发的范畴。因此，从劳
动教育资源的视角而不是劳动资源的视
角去审视学校的劳动教育，将有利于学
校开拓思路，全面盘活学校各种显性和
隐性、直接和间接的劳动教育资源。

评价误区——
将劳动成果取代劳动教
育效果
劳动教育评价是确保劳动教育有效
推进的关键性因素。可以说，有什么样
的劳动教育评价导向，就会有什么样的
劳动教育实践追求。当前，在劳动教育
评价方面，同样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
对劳动的评价方式直接迁移到劳动教育
评价上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更看重学
生在特定劳动形态方面的物化产出，却
忽视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真实体验和
感受；更在意对学生技能性劳动素养的
考核，却忽视价值性、精神性劳动品质的
评价。这就使得劳动教育评价往往只见
物而不见人，
只见生产而不见教育。
目的是评价的主要依据。在很大程
度上，评价即是对目的实现程度的一种

考核。由于劳动的目的是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的创造，因而，对劳动的评价必
然最终落到对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实现程度的评价上。以此为核
心，对劳动的评价必然是围绕着劳动物
化成果质量以及劳动效率这两个关键问
题而展开。
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人，人的
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因此，对
教育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的素养
的评价。具体到劳动教育而言，其评价
的对象应该是学生通过劳动教育在劳动
素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包
括行动性或能力性的，同样也包括观念
性和价值性的。能够制作出精美手工作
品的学生，如果其没有对劳动的正确认
识，缺乏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的品质，
那么其劳动素养未必高。反之，如果一
个学生虽在特定的手工制作方面略显笨
拙，但却庄重对待其所从事的工作，并
在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尝试，内心充
满了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热爱，那么其
劳动素养未必低。
片面用学生劳作的产品来评价劳动
教育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将背离教育评价
初衷。关于这一点，教育部所印发的
《大 中 小 学 劳 动 教 育 指 导 纲 要 （试
行）》 就明确指出，劳动教育要“关注
学生劳动过程中的体验和感悟，引导学
生感受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快乐，增强
获得感、成就感、荣誉感”。如果简单
套用劳动的评价逻辑来指导劳动教育的
评价实践，必然会导致现实的劳动教育
更加强化其生产属性，进而不断拔高对
学生生产能力的要求，不利于劳动教育
健康推进。
因此，劳动教育育人目标的有效实
现，实际上要求学校在推进过程中，必
须时刻坚守劳动教育的育人目标，将人
的成长放在劳动教育各项实践活动的中
心；必须牢牢把握劳动教育的教育属
性，增强劳动教育从课程开发到资源建
设，从活动推进到管理评价的教育性思
维。唯有如此，劳动教育才能真正变成
一种自觉的教育力量，促进学生综合素
质的不断提高。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
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前沿快讯

镜像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理论与
实践”学术研讨会举办

为人师表
清廉从教

本报讯 （记者 李萍） 近日，“新
时代劳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
会暨 《劳动教育论要》 新书发布会在北
京举行。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
远、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慧生、北京师
范大学副校长涂清云等分别致辞并为新
书首发揭幕。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以及全国重点师
范院校的 20 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劳动
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以及 《劳动教育论
要》 一书内容进行线上线下专题讨论。
据悉，《劳动教育论要》 共收录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檀传宝有关劳
动教育的 12 篇文章，是其多年来在劳
动教育方面广泛观察和深入思考的成
果，现已被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教育学小丛书”
。

在 第 36 个 教 师 节 来
临之际，山东省青岛市桦
川路小学举行“立德树
人 为人师表 清廉从教”
师德月启动仪式。校长刘
晓燕带领全校教师进行
《青 岛 市 教 师 誓 词》 宣
誓，表达做潜心从教、清
廉从教的新时代“四有好
老师”的决心与信心。
图为青岛市桦川路小
学教师依次在“立德树人
为人师表 清廉从教”横幅
上郑重签字承诺。
本报记者 孙军 摄
影报道

李志欣
度向多个维度拓展，也可以以一
上一学期，广大中小学教师
个维度为基点向纵深推进。围绕
与学生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先后
“大概念”开展的教学，可以使非
经历了线上、线下的教与学，积
极 探 索 线 上 以 及 “ 线 上 + 线 下 ” 连续单元得到一致性关注，可以
实现跨学段、跨学科课程内容的
混合式教与学方式。可以说，这
联结，学生有可能通过一种能力
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学校治理、教
素养的培养，获得解决课本以外
学方式与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
的一些问题，在新的问题情境下
在积极探索过程中，学校面
迁移应用所学的知识。于是，如
临着一系列困境，包括：线上教
何理解学科“大概念”及其在教
学如何有效，教师教研如何实
学中的作用，如何围绕“大概
施，教师专业发展如何引领等；
念”开展单元教学设计、课时教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如何及时切
学设计与作业设计，便成为学校
换，混合式学习方式如何有效融
新学期的重要教研主题。
合，学生学习效果如何高效反馈
在探索过程中，学校对新学
等；家校合作怎样适切衔接，家
期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进行了重
长管理失控怎样解决，新型家庭
新设计，如为每个班级开辟劳动
建设怎样适应孩子居家学习等。
基地，充分嫁接学校保安、保
新学期已经开启，在疫情防
洁、厨工、门卫等岗位，把家庭
控常态化背景下，学校教与学又
日常生活性劳动、生产性劳动、
该如何开展？围绕这一问题，北
服务性劳动课程结合起来；同
京市育英学校密云分校总结疫情
时，在学校其他课程中有机融入
期间经验，对新学期的教学与管
劳动教育内容，在家校社协同育
理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与设计。
人过程中以劳动课程为媒介，如
一是真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此，便有助于线上线下课程的及
任务，实现教育高品质引领。疫
时切换。
情期间，所有学校都在积极主动
三是满足学生兴趣需求，营
地进行科学防控，涌现出了许多
设良好学习型生活环境。疫情期
感人事迹，但在如何发挥社会主
间的居家学习对学生的自主学
义核心价值观对学生的教育、落
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 习、自主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
求，学生在这一过程中的自制
探索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力、自觉性决定其学习效果。因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课程
此，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并满
与活动方面多少有些薄弱。
足学生多样化学习兴趣，就显得
而要真正践行这一使命与担
尤为重要。
当，重要路径之一就是有一批专
对此，学校在疫情期间探索
家型教育者来担任引路人。在新
构建了一种以家庭为载体、学生
学期第一次全体干部教师大会
自主的“微型学习中心”
，开设学
上，我就提出建设一支“有超越
生组织、人人为师的线上微讲
世俗的高远追求、有富有创见的
座，如“育英学生大讲堂”课程
教育思想、有广博学识的成长素
等。学生运用这个中心学习自己
养”的教师队伍。因为，只有具
喜欢的知识，在学习过程中表达
备专业素养的校长、干部和教师
出较大兴趣，且表现出较强积极
队伍，才能够成为敬畏生命、尊
性。而且，由于这一中心线上线
重教育规律的教育引领者，才能
下都能组织运行，较为适合成为
够赋能学生，激扬学生生命活
力。而且，在面对突发挑战时， 学生常规学习方式。
此外，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
专家型教师能更好地管理和设计
养成与家庭环境息息相关。疫情
教育教学，探索新型教与学方
式，更有助于素质教育的理念、 期间的学生学习情况，暴露出家
庭教育的众多窘相，如家长不懂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得到有力保障
得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不会指导
与自觉落实，学校治理现代化的
孩子线上学习、不懂得如何为孩
远景也将会得到真正实现。
子营设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等。显
二是探索“大概念”统摄下
然，多数家庭还没有形成一个理
的单元教学设计，及时适应多样
想的学习型家庭生态。
教学方式。新学期开始，全国各
在新学期，学校将尝试推行
地实行错峰开学，线下教学也可
“全学习”型家庭建设。每一个家
以常态开展，但这并不意味着线
庭都应该具备一个适合学习的空
上教学就此退出教学常态。在与
间，如书房的角落、客厅的沙发
学校教师多次研讨论证后，我提
等。学校会引领并指导学生与家
出了“线下教学与线上教学要实
长一起重新梳理家庭空间，开启
现随机切换，探索创新线上与线
新的家庭生活模式，重塑家庭组
下教学相互之间的融合”的教学
织文化，打造学习型生活环境，
策略，要求教师在新学期将课程
更好地发挥家庭这一学习空间的
教学目标、内容、任务、方式等
功能。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学
进行高度整合，实行“大概念统
生也能更好地进入学习状态，更
摄下的单元教学设计”。
有助于增长其自主学习的力量。
以学科大概念来统摄和组织
（作者系北京市育英学校密云
教学内容，能更为充分地揭示知
分校校长）
识间的纵横关系，可以从一个维

点亮校园“光爱”
教师

77. 王光旭

——立达信集团致敬 100 位健康光环境示范校及
“点亮中国偏乡”
项目学校优秀教师
“师者灯也”——为庆祝第 36 个教师节，在立达
信集团成立 20 周年之际，立达信联合厦门市泉水慈
善基金会，面向全国健康光环境示范校以及“点亮
中国偏乡”项目校 （立达信连续 6 年为该项目免费
捐赠护眼教室照明产品，目前已点亮 1126 所学校）
征集 100 位优秀教师代表，特别是任教 20 年以上的
教师代表，为他们送上“光爱”。
活动开展以来吸引了相关学校教师的积极参
与，征集到了 100 位优秀教师代表以及他们的感人事
迹，为他们送上教师节礼物和祝福。立达信不仅用
好光保护学生视力，也为教师提供了舒适的教学环
境，让教师也得到“光爱”。
100 位健康光环境示范校及“点亮中国偏乡”
项目学校优秀教师代表如下：
1. 张旭臣
河南省郑州市第九中学
2. 孟繁海
天津市塘沽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3. 李 元
河南省郑州外国语中学
4. 陈立苹
福建省厦门市第五中学
5. 岳 锋
福建省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6. 孙 逊
天津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勤务学院
7. 杨声伟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一中学
8. 杨小平
四川省广安中学
9. 邹爱国
湖南省长沙市国防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10. 张喜标
广东省汕头市达濠华侨中学

11. 肖胜军
12. 林烁彬
13. 吴 标
14. 欧阳强树
15. 裴广华
16. 曲国勇
17. 万雪咏
18. 吕庆华
19. 姚罗霄
20. 李昕璐
21. 徐 明
22. 邵君洲
23. 吉春平
24. 王 军
25. 丛培良
26 吴志城
27. 郝燕山
28. 聂老师
29. 周嗣昌
30. 栾鹏程
31. 林 兴

湖南省南县第一中学
广东省揭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第一中学
江西省鹰潭市田家炳中学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
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新疆克拉玛依市第六中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二一团
第一中学
新疆克拉玛依市第二中学
新疆克拉玛依市第十五小学
四川省遂宁高级实验学校
甘肃省兰州市第五中学
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第一
回民中学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幸福柳校区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城里中学
福建省福州金山小学
天津市杨柳青镇第一小学
辽宁省实验中学
云南省大理州实验小学
辽宁省鞍山市第八中学
福建省连江县第三实验小学

32. 王梦莹
33. 顾老师
34. 王 雷
35. 冯圆媛
36. 马风华
37. 岳廷芳
38. 唐开莉
39. 高继伟
40. 刘万程
41. 蒋 俊
42. 周世东
43. 宋海章
44. 张伟斌
45. 赵德宏
46. 宋彦东
47. 傅志敏
48. 武中天
49. 贺 燕
50. 李素霞
51. 蓝晶锋
52.杨寿志
53. 王龙羽
54. 陈芳钊

05

邮箱:xiaozhangcn@163.com

热点观察

劳动教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正受到各级各类学校的高度
重视。很多地方和学校也在实践中探索
和总结出了诸多推进劳动教育的宝贵经
验。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当前一些地
方和学校对于劳动教育的理解还存在不
同程度上的观念偏差，从而不可避免地
导致劳动教育实践上的种种问题。其
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将劳动和劳动教育
概念简单等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劳
动教育在实践中的教育缺位。
实际上，劳动与劳动教育是两类性
质不同的人类实践活动。前者主要是以
直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为首
要目的，而后者则是以学生劳动素养的
培养为活动目标。因此，劳动教育本质
上是一种教育实践，教育性是其首要属
性。然而，劳动教育在实践中的教育性
并未得到充分彰显，陷入了形式上、资
源上和评价上的误区。

星期三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北京市第八中学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实验学校
湖南省湘潭县云龙小学
湖南省益阳市第一中学
云南省昆明滇池中学
云南省云南大学附属中学
云南省昆明市第三中学
云南省昆明一中西山学校
江苏省无锡市天一中学
安徽省定远化工学校
江苏省姜堰中学
江苏省镇江市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安徽省合肥市南门小学
宁夏银川一中
福建省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山西省太原市志达中学校
内蒙古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第三小学
内蒙古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第三小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福龙
瑶族乡高山小学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娜姑镇发基卡小学
云南省富源县富村镇德胜幼儿园
贵州省天柱县石洞镇小学

55. 邓 伟
56.黎美英
57. 胡吉兴
58. 朱浩舟
59. 杨正骞
60. 许绍龙
61. 李祥姝
62. 李 翔
63.刘冬华
64. 江 飞
65. 何道威
66. 余连胜
67. 康茂艳
68. 周成志
69. 叶建辉
70.张永计
71. 郑志清
72. 蔡裕林
73. 都廷权
74. 尹满军
75. 陶光军
76. 彭金荣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初级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浦北县乐民中学
贵州省兴义市七舍镇中学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邹岗镇初级中学
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水长乡永保小学
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十街乡十街中心
小学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升子坪小学
湖北省宣化店镇中心初级中学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瑶里镇瑶里小学
湖北省团风县溢流河学校
湖北省宣恩县椿木营乡民族中小学
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锥子河中学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保靖县野竹坪小学
湖北省南漳县东巩镇陆坪完全小学
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中学
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丹城学区谢庙小学
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镇金山初级中学
福建省长汀县中复中学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肖堰镇大坪完
全小学
甘肃省康县阳坝镇初级中学
贵州省赫章县可乐彝族苗族乡大坡小学
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中心学校

78. 杜玉红
79. 骆 强
80. 陈清明
81. 马 焕
82. 谭秀明
83. 杜春艳
84. 黎国明
85. 刘小科
86. 张镇权
87. 吴相元
88. 张 朝
89. 潘桂华
90. 魏兆清
91. 马全海
92. 樊凤娟
93. 李田明
94. 舒洪文
95. 李光华
96.田新菊
97. 张正升
98. 刘元锋
99. 吴德琴
100. 田庆贤

贵州省赫章县兴发苗族彝族回族乡铁
柱小学
湖北省南漳县东巩镇太坪完全小学
贵州省兴义市鲁布格镇中心小学
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洋港中学
安徽省利辛县王市学区王市中学
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镇德胜小学
陕西省宁强县二郎坝镇二郎坝小学
云南省易门县绿汁镇者拉小学
湖南省洞口县石柱镇中学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培丰田地小学
云南省洱源县西山初级中学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黑树初级中学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高村镇西坑
联合小学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叶滩
完全小学
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川城学校
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
拉仁镇仁寿小学
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东塬学校
湖北省团风县杜皮中小学
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大山乡中心完小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刘家沟门初级中学
贵州省赫章县双坪彝族苗族乡法都
小学
湖北省沙洋县纪山镇初级中学
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大厂镇大厂
小学
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锅圈岩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