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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上下高度重视 增强宣传引导力度

学校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增强劳动教育的
宣传力度，将劳动教育融入到学校教育教学工
作的全过程。一是开辟劳动教育宣传专栏，组
建宣讲团队，深入二级学院解读《劳动教育实
施意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二是教师在课
堂中，不断宣传劳动的重要性，让学生充分认
识到劳动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树立爱劳动
的观念。三是学生自发组织通过班级微信群、
QQ群等平台，宣传学校劳动教育，营造人人劳
动的氛围。

（二）劳动项目丰富多元 指导教师深入一线

学校目前开设有包括枇杷果园劳动、荷塘
采藕劳动、水稻种植劳动、蔬菜种植劳动、厨
艺技能劳动、勤工助学劳动、校外实践劳动、
自主创业劳动、社会服务劳动等多种形式的劳
动项目，学生可自主选择，培养学生基本的劳
动能力，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学校面向全校教职工、校外专业技术人
员，聘任为劳动项目的指导教师，给予学生劳
动技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荷塘采藕劳动中，学生通过报名、登记，
依次领取采挖莲藕的工具，提前做好安全防护。
指导教师亲自示范说：“大家挖的时候要顺着莲
藕茎下去，注意不要刺着自己，当摸到莲藕时不
要着急一下子拔起来，这样容易扯断莲藕，导致
淤泥进入，要耐着性子顺着莲藕的走向把两边
的淤泥刨开，等整根莲藕都出现在眼前时，再
慢慢地把莲藕牵拉起来，用水清洗干净装袋。”

张彪同学举着一根两三公斤重的莲藕、满脸
泥巴自豪地说：“你别看大家平时斯斯文文的，
这会儿在藕塘里还真得拿出看家本领，手脚并
用，极耗体力。衣裤弄脏没事，洗一下就好。走
出寝室，在劳动中尽情地感受乐趣，舒展筋骨，
锻炼体能，在挖藕的过程中还摸索出一些做事
的道理来。”

（三）经费保障充足有力 强化劳动安全措施

学校每年为劳动教育提供足额经费，主要
用于各类劳动项目的开展，修建相应的劳动项
目硬件设施，购买劳动工具、种子、有机肥
料、农药等。同时提供专项经费，用于资助和
奖励劳动表现突出、成绩优异的团队和个人。
设立创新创业奖金，用于在创新创业方面表现
突出的学生团队或个人。

学校重视劳动安全管理，制定《劳动教育安
全管理制度》，开展劳动教育安全讲座，通过视
频、PPT、海报等形式进行劳动安全宣传教育。

学校设有劳动工具存储房间，购置农用药
品和医药用品专用存放柜，便于全校师生借用
和归还劳动工具。学生借用劳动工具时，按学校
规定的程序借用和归还，每天一记录、每周一检
查。每学期进行劳动工具及相关药品的报废和
更换，过期的药品由学校医务室进行统一回收并
销毁，确保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

（四）将劳动教育课程化 明确劳动教育内容

学校立足自身特色，开齐开足劳动教育课
程，坚持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引导学生
参加劳动教育，充分结合校内外劳动场所，统
筹安排课内外劳动实践时间，将劳动教育课程
化（见右侧表格）。

（五）校外劳动锻炼为主 疫情防控主动作为

学校强化校外劳动，注重培育公共服务意
识，搭建平台鼓励学生走向社会，包括校外公
益、实习实践、就业创业、顶岗实习等形式，
激发学生对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
的应用，积累职业经验，增强劳动意识，创造
性地解决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提升就业创业
能力，培养学生用劳动体现个人价值，用劳动
主动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学校高度重视
培育学生在社会公益方面的政治责任，联防联
控、公共服务意识，通过防疫抗疫线上直播互
动活动，征集海报、祝福、剪纸、短视频等作
品，开展防疫抗疫主题团日活动、学雷锋志愿
奉献活动。开展“宅家防疫劳动实践系列微
课”，涵盖垃圾分类、手工制作、营养烹饪、种
植养殖、清洁整理、家居维修、生态保护等多
个领域，自发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积极参
加当地村社抗击疫情志愿者服务活动。

学校傅雯同学，主动向所在村支部递交志
愿抗疫“请战书”，加入到重庆市开州区中和镇
子坪村疫情防控的志愿者队伍中，在劝导站对
过往车辆进行盘查、疏导。她说：“通过这段时
间以来的防疫志愿服务工作，深切地感受到志
愿者们无私奉献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自己成
长了许多。安抚、服务、开导好村民，给大家
讲明白、讲清楚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得到大家
的理解与支持，我为自己能够为防疫抗疫工作
作出一份贡献而感到无比的光荣与自豪。”

在疫情防控期间，学校涌现出许多抗疫志
愿者，在全国不同省份和地区，积极主动参与
到一线疫情防治防控工作中，当好防疫工作的

“战斗员”“宣传员”“保障员”，用实际行动诠
释志愿精神，展现出学校学生服务社会的精神
风貌和优秀的品格素质。

（六）注重劳动过程考核 建立完善激励机制

学校建立“劳动设计—劳动指导—劳动实
践—劳动记录—劳动考核与评价”的公示、审
核制度体系，将劳动实践过程和结果纳入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中。学校积极营造“劳动有岗
位、人人有体验、人人爱劳动”的劳动氛围，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感受劳动教育带来的
成长变化，逐渐养成热爱劳动、积极进取的生
活态度。

学校建立起相应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
在全校范围内常态化地开展最美劳动者、创新
创业标兵、劳动榜样星光盛典等劳动先进评选
活动。开展“中国梦·劳动美”专题教育活
动，树立典型。举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劳
动光荣的讲座和分享会，加强正向激励引导。
在各项推优、励志奖学金、先进集体和个人评
选过程中，将劳动教育列为重点考核内容，逐
步建立劳动教育质量监测制度，推动劳动教育
过程的反馈和改进。

全面贯彻劳动教育 劳动实践形式多样

收获新时代背景下的劳动育人成果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7年育人之路

当前一些学校更重视知识的传递，忽略
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有的家庭给孩子提供
优越的物质条件，学习以外的事情大包大揽，
导致孩子劳动观念淡薄、劳动意识不强。由
于学生缺乏劳动技能的培养和锻炼，因此缺
乏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志愿奉献的精神，没
有形成正确的劳动观与价值观。

2013年9月，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研
究出台《劳动教育实施意见》，把劳动教育
作为学校的特色育人项目，纳入人才培养方
案，并将劳动课程纳入学生学分管理，必修
0.5个学分劳动教育课程。

学校作为重庆以工为主、以信息技术为
特色的独立学院，致力于建设高水平应用型
大学。学校自2012年开始探索实践书院制
教育，实施“书院+学院”双院制，全校学
生生活在书院，专业在学院。学校实施
“‘专业教育+商科教育+通识教育+完满教
育’四位一体双院制”人才培养模式，高度
重视劳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
2020年《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发布，为学校实施7年
的劳动教育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是学校加强
劳动育人的“指路灯”。学校劳动教育树立
起学生热爱劳动、劳动光荣的思想观念，极
大地强化了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知，提高了
学生的劳动能力和素养，增强了学生的就业
创业能力，让学生在劳动中感受到劳动成果
的愉悦。

学校开辟占地近15亩的劳动教育场地，
包括稻田、荷塘、果园、菜地和农耕文化展览
馆等。组建“1+9+N”劳动组织模式，即1个
农耕协会、9个二级学院劳动实践工作团队、
N种劳动项目。学校以学生“自主管理+自主
实践”为劳动形式，全面贯彻落实劳动教育课
程化的举措。

学校将劳动教育课程化，设置周一至周
五每天中午1个小时的劳动课程，每学期劳
动科普技能与理论知识课不低于20学时，

劳动实践课不少于200学时，同时聘任劳动
教育专业指导教师，为学生提供劳动理论与
实践指导，保障全校学生能够全部参与到劳
动教育的课程中。

学校每年为劳动教育提供足额经费。经
过近7年发展，学校逐步形成了“学院+书
院+社团”三维劳动教育耕读模式，建立了
独特的劳动教育课程化体系，每年经济农作
物总产量超过6500公斤，学生撰写劳动心
得感悟、劳动征文超过8000篇，培养了学
生与众不同的劳动能力和素养。

2018年9月，受重庆市合川区农业委员
会邀请，学校作为仅有的高校代表，参加重
庆市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向全市人民
展现学校学子在劳动实践中亲手创造的劳动
成果和乐于劳动的精神面貌。“荷塘文化
节”作为学校劳动教育的品牌活动，被国家
部委主办的媒体相继报道。学校每年评比表
彰劳动模范60余名，学校及学生获得国家
级别、省部级团体和个人劳动荣誉10余项。

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家庭、
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
育相融合，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

模式，创新体制机制，注重教育实效，实现知
行合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

学校自2013年起，充分发挥劳动教育在立
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
定发布《劳动教育实施意见》，全面实施劳动实

践育人。开辟、搭建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农耕
文化展览馆、田间种植基地、菜间种植基地、
果园劳动等场地，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
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型劳动。将
劳动教育课程化管理，纳入学分制管理体系，
落实知行合一的素质教育，确保每个学生都能
获得劳动体验、习得劳动本领、创造劳动价
值，实现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
劳育美、以劳创新的育人目标。

把握劳动教育内涵 明确劳动教育目标ⅠⅠ

（一）学生劳动意识增强 树立正确劳动观念

学校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切实保
证劳动教育的成效，用劳动教育筑牢立德树人
基石，多措并举提升学生劳动意识，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学校加强对劳动教育的质量监控和
反馈，不断改进劳动教育方法和组织形式。

2013年至今，学生通过参加形式多样的校
内劳动教育项目，初步学会一些基本的劳动知
识和技能，对劳动教育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
树立起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
动最美丽的观念，逐渐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培
养和提升个人品质，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
创造潜能。学生长期参加校外各类劳动实践，在
劳动过程中逐渐懂得崇尚劳动价值、追求劳动创
造、尊重劳动成果的观念，树立起正确的劳动观
和价值观，从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二）提升就业创业能力 促进劳动能力提升

学校建有重庆市首批大学生创业示范基
地——5400平方米的创业孵化大厦，建立校外
合作企业、实习实训基地1000余家，组建专业

师资队伍，由专业的指导教师通过专项培训、
专题研讨、沙龙辅导、案例讨论等方式激发学生
创新精神，发挥聪明才智，帮助学生提升整体就
业创业技能，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就业创业观。

开展“最暖就业季·就在你身边”“就业创
业速递进书院”“职场礼仪课程”等就业创业活
动，树立学生吃苦耐劳的劳动意识，养成在岗
位上兢兢业业、艰苦奋斗的良好习惯，培养学
生的整体劳动能力。

（三）形成学校特色模式 得到社会高度评价

学校积极构建校园、家庭、社会相衔接的综合
劳动实践联动机制，切实提高学生的劳动素养，
让学生在知行合一的劳动教育中成长成才。经
过7年的努力，“劳动教育实践”已成为全校学生
的必修课程，劳动教育品牌特色活动已经成形。

学校官方网站“晒劳动”大放异彩，教师
和学生用劳动“卖萌”，引爆朋友圈。学校打造
校园农耕文化展览馆，举办全国高校首个农情
农事民俗文化节。

2018年，学校“向日葵”科技支农实践团
队在重庆市合川区龙市镇开展下乡劳动实践，

通过劳动实践帮助贫困农户、助力精准扶贫，
荣获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颁发的“最具影响好
项目”荣誉，2019年，学校农耕协会被评为全
国学生最具影响力传统文化社团。

劳动教育课题获重庆市教育部门人文社科
立项。学校劳动品牌项目“荷塘文化节”获相
关部门肯定，农作物营销大赛屡次被主流媒体报
道，相关劳动教育成果被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学
校劳动教育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在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时，杨武东同学的
家长说：“得知孩子在学校经常参加劳动教育实
践活动，弥补了我在孩子身上劳动教育的欠
缺，这让我非常高兴。虽然时代发展了、生活
富裕了，但劳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变，学
习知识和热爱劳动对每个孩子同等重要。让孩
子多参加劳动锻炼，体验劳动的艰辛与不易，
感受劳动带来的收获和喜悦，能够培养他们独
立自主、勤劳俭朴、吃苦耐劳的品质。”

重庆亚信控股集团大量聘用学校毕业生，
人力资源总监喻鹏先生说，学校学生不仅精技
术、有经验、明职场，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很
强，做事踏实，还能吃苦会创新，富有激情，
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劳动素养，企业很
欢迎这样的学生。

（杨 成 苏述庚 谢银平）

劳动教育知行合一 培养全面发展人才

时间

1—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劳动内容

理论学习

松土、追肥

果实管理
中耕除草

果实采摘

有害生物防治
施肥适当浇水
果树枝丫修剪

理论学习

果树枝丫修剪
适当松土除草

防寒追肥

常规养护

根外施肥

劳动人数

853

654

879

825

856

487

325

887

处理方式

劳动知识科普、劳动知识学习

果树适当除芽、抹梢后，进行松土除草，追施部分腐熟有机肥。

对挂果的果树进行护果处理，注意防治大雨之后积水，除
去果树杂草。

对成熟的果实进行采摘

果实采摘后进行有害生物防治，重施果后肥，保障树体尽快
恢复正常，重点修剪重叠枝、交叉枝，使用果树愈合剂、杀菌剂处
理修剪口，防治叶斑病、炭疽病等病虫害。

劳动知识科普、劳动知识学习

秋季花芽分化结束后，从轻修剪掉密枝、枯枝、徒长枝和
病虫枝，适当对果树进行松土和除草。

对松土之后的果树进行施肥追肥、防寒保护。

本月主要对果树进行常规养护，注意枝丫生长情况。

花芽分化前轻施校园腐熟有机肥，可兑水进行轻微施肥。

概况：学校目前有果园面积共计6亩，其中枇杷树400余棵、李子树30余棵，
分别由中德学院、艺术传媒学院以及农耕协会的学生负责果树的虫害防治、枝丫修
剪、除草施肥、水果采摘等劳动。在果园里，还有计划地种植了马铃薯、红薯以及少
量时令性蔬菜。学生可自主选择其中一个环节或劳动内容。

【枇杷果园劳动实践课程表】

时间

1—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劳动内容

理论学习

种苗培育
蔬菜追肥

蔬菜定植
摘苔追肥

蔬菜养护
蔬菜采摘

蔬菜避阴
水分保障
蔬菜采收

理论学习

种苗培育
增强光照

水肥管理
霜害预防

蔬菜养护

蔬菜收储

劳动人数

225

358

225

328

365

238

247

150

处理方式

劳动知识科普、劳动知识学习

铲除菜间杂草、培育相关种苗、对既有蔬菜进行追肥，促进生长。

清理菜间沟渠、中耕松土，部分蔬菜进行人工干预排湿、
摘心，同时防治茄果类猝倒病。

防止雨涝、加强菜间行间距管理，注意利用栅栏、丝网防
治病虫害，及时采收早熟蔬菜。

加强蔬菜通风透光，适当追加肥水，防止过分干旱，中午
高温时进行遮阳降温，对成熟的蔬菜进行采收处理。

劳动知识科普、劳动知识学习

适当培育菠菜、萝卜、小白菜等时令蔬菜，藤蔓类蔬菜加强吊蔓。

持续做好既有蔬菜的水肥管理，播种适量生菜、大蒜等农
作物，加强软腐病及菜青虫等虫害防治，提前做好霜害防治。

对越冬蔬菜进行分苗移钵，以防徒长，使用腐熟有机肥增
强蔬菜抗寒能力。

对成熟的蔬菜进行收割处理

【蔬菜种植劳动实践课程表】

概况：蔬菜种植劳动实践基地共计3.5亩。自2013年9月起，学校开设蔬菜种
植劳动课，主要包括油菜、向日葵、黄豆、蚕豆、大蒜等农作物的种植、收储。学生
可自主选择其中一个环节或劳动内容。

时间

1—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劳动内容

理论学习

田间清理
种苗播撒

蓄水管理

适当施肥
秧苗种植

稗草处理
虫害防治

理论学习

水稻收割

水稻脱粒

田间清理

常规养护

劳动人数

69

25

55

56

33

56

58

25

处理方式

劳动知识科普、劳动知识学习

适当对田间进行清理，对秧苗苗床进行管治，顺利播撒谷苗。

对田间水质进行管理，适当蓄水。

增施草木灰、腐质有机肥，确保水稻有机健康，对已经生
长起来的秧苗进行移植种植。

利用人工拔草的方式对田间进行杂草防治处理，及时检查
水稻虫害情况

劳动知识科普、劳动知识学习

对成熟的水稻进行收割，手工使稻穗分离。

对晾晒之后的水稻进行脱粒、干燥、筛选，碾米机碾米。

对收割之后的田间进行清理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田间养护

【水稻种植劳动实践课程表】

概况：2014年开辟水稻种植劳动实践基地约1亩，培育种植有机水稻，并于秋
季进行水稻收割、晾晒、脱粒等劳动，有机大米年均产量达300公斤。学生可自主
选择其中一个环节或劳动内容。

时间

1—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劳动内容

理论学习

藕苗种植

萌芽生长
蓄水管理

调整植株
合理追肥

防治病虫害

理论学习

蓄水管理

莲藕采摘、售卖

藕塘清理

常规养护

劳动人数

357

225

350

125

50

546

585

128

处理方式

劳动知识科普、劳动知识学习

适当对藕塘进行清理，种植藕苗，适当进行田间检查，如
有浮苗进行重新固定栽种。

此时莲藕处于萌芽生长期，对水塘水质进行管理，适当蓄水。

在中午时分调整植株生长方向，塘边莲藕引向塘内，做好
栽植疏密调整，摘除过多荷叶；放浅水位，对正在生长的莲藕
进行追肥，注意肥料不能洒在荷叶上。

此时莲藕处于旺盛生长期，对藕塘进行有害生物防治，悬
挂频振式杀虫灯及虫害防治黄板。

劳动知识科普、劳动知识学习

对藕塘进行蓄水管理

对成熟的莲藕进行合理采挖、校园公益销售、食堂烹饪分享。

本月主要对藕塘进行残枝清理，整理藕塘水质。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养护

【荷塘采藕劳动实践课程表】

概况：学校目前开辟有莲藕种植、淡水鱼养殖基地，约5亩。其中观赏用莲藕种
植1亩，可食用莲藕种植4亩。每年10月，全校师生举行“荷塘文化节”，共同采挖莲
藕、烹饪莲藕、销售莲藕，庆祝劳动丰收、分享劳动果实。学生可自主选择其中一个
环节或劳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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