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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劳动教育研究中心协同创新基地学
校——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学道街小学于1988年
创造性地提出“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学
习”的“三会”育人目标，走在全国前列。为了
落实“三会”又创建了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即学
校劳动教育基地 （目前占地300多亩、建筑物
10000多平方米），在当时西南地区属首家，在全
国也是凤毛麟角。以劳动教育基地为纽带，通过
家庭、学校、社区和基地劳动教育四维贯通协
同，学道街小学历经33年的不懈努力，不断彰显
劳动教育特色，形成了“天人共育、知行合一”
的劳动教育理念，构建了成熟的小学劳动教育体
系。基地从1995年2月起，组织学生到基地开展为
期一周的实践活动，现在累计接待学生近50万人
次。近年来，有1个国际联盟组织、12个国家部
门、30余个省级部门、100余个市级部门，共计500
余批2万余人次到学校考察学习劳动教育工作。有
20多个省的500余所学校的校长到校考察学习。

吉首大学办在湖南西部少数民族
地区，自1958年建校以来，就与革命
老区、贫困山区、民族地区结缘，肩
负着培养高素质少数民族人才和服务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天然使
命。历年来，在校生中少数民族学生
较多，目前有来自全国41个民族的学
生，少数民族学生占比维持在26%左
右。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
新时代少数民族学生成长成才教育形
势，达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目的，
吉首大学探索构建了“1—4—3”少数
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团队建设新模式。

主抓一条主线
夯实理论与实践基础

围绕“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团
队建设”主线，大力提升少数民族学
生教育管理团队成员的理论素养和实
践能力，多措并举助推少数民族学生

教育管理团队建设发展。
夯实理论基础，提升教育管理理

念。形成了“立人教育”育人理念，
以“立德、立志、立业，树人、达
人、惠人”为内涵，培养“心智一
体、知行合一”的应用型人才。探寻

“严管、厚爱、精育”的育人之路，把
强化政治意识作为少数民族学生教育
管理的核心内涵；倡导家庭理念，讲

“家史”、增“家情”、建“家园”，筑
牢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情感认同；优
化顶层设计，遵循少数民族学生成长
规律，探索出了“精心组织、精细管
理、精准施教”的教育管理理念。

夯实实践基础，提升教育管理能
力。近10年来，吉首大学连续9年组
织带领辅导员队伍前往全国各地的红
色教育基地开展辅导员素质拓展实
践，辅导员素质拓展活动常态化开
展。辅导员素质拓展实践活动中，在

内容设计、组织形式等方面进行积极
探索，充分考虑拓展内容与辅导员工
作实际相结合，队内分组与辅导员工
作年限相结合，组织形式与红色教育
主题相结合。通过近10年的实践探
索，形成了吉首大学特有的“红色教
育基地·辅导员素质能力提升”品牌
活动，为提升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
团队能力，夯实了实践基础。

抓实四个基点
提升工作效能

抓好民族团结政策宣传这个基本
点。民族团结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
和民族进步繁荣的必要条件。在少数
民族学生教育教学管理中，组建了以
新疆籍专职辅导员和思政理论课教师
为主的“民族团结奋进”宣讲团，在
学校各二级学院进行党史、民族政策
等系列宣讲活动，不断铸牢少数民族

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抓好教育管理团队建设这个关键

点。为了抓好教育管理团队建设这个
关键点，学校从团队培养模式、组织
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改革，构建了

“二层次三平台四保障”的少数民族学
生教育管理团队建设体系。即：“理论
学习+实践研究”二层次，“素质拓
展、竞赛演练、资源共享”三个平
台，“组织、师资、制度、经费”四个
保障，从而实现了团队建设目标，提
升了团队管理水平。

抓好教育管理团队素质拓展这个
支撑点。素质拓展是体验式学习，为
了抓牢这个支撑点，学校连续8年暑
假开展为期一周的“红色基地辅导员
素质能力拓展”训练。红色历史学
习、业务能力培训、团队协作意识等
都是素质拓展的必备元素。通过8年
的实践，大大提升了团队综合素养，

形成了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
打造了吉首大学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
学生教育管理团队品牌。

抓好服务少数民族学生这个落脚
点。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管理服务的需
求，成立了少数民族学生事务管理办
公室，配备了多名具有“双语”教学
管理能力的专职教师；建立了“一对
一”长效帮扶机制。根据不同阶段的
少数民族学生，分类帮扶、精准施
策。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设立少
数民族学生专项奖、助学金以及助学
岗位等，帮助其缓解经济压力。

做好三个结合
助推学生发展

校园文化与少数民族学生文化交
融相结合。少数民族学生受本民族文
化环境熏陶，能歌善舞、多才多艺，
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充

分结合少数民族学生的特长，每年组
织开展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节，有针对
性地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活动，充分调
动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参与性。活动中，
做到“经费、场地、物资”有保障。

教育教学与少数民族学生生源实
际相结合。少数民族学生由于受到地
区环境制约等因素影响，部分学生文
化基础薄弱。针对这一实际问题，学
校开设汉语强化训练辅导班，用最短
时间帮扶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普通话教
学。为了少数民族学生能够顺利毕业
就业，学校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评
价体系和就业创业政策中，采取有针
对性的帮扶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学生
完成学业，提升求职的自信。

党建工作与少数民族学生干部培
养相结合。少数民族学生群体中，大
多来自偏远山区、经济欠发达地区，
对党的性质以及国家的发展历史、民
族政策、宗教政策等了解不足。学校
针对以上问题，特别在党建工作过程
中，有意识地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干
部，把少数民族学生干部培养与党建
工作相结合，发挥少数民族学生骨干
的示范引领作用。

(彭立平 欧阳大文)

吉首大学

聚焦民族学生教育 创新教育管理模式

基地是劳动教育的引擎、学校是劳动教育
的主导、家庭是劳动教育的基础、社区是劳动
教育的拓展。以基地为纽带，基地和家校社协
同实施劳动教育。

1.依托四维空间，实施劳动教育
⑴以基地为引擎的劳动教育策略
基地是学生集中劳动的中心，每名学生

每期会参加一周的基地实践活动，师生同吃
同住同劳动。走进自然、贴近生活的劳动实
践，大大点燃了学生热爱劳动的情感，同时
促进了劳动能力的提升，是劳动教育的引
擎。按照劳动素养的形成过程，基地劳动教
育实施分三类：一是以参观访问为主的体验

式，如：参观水库、参观水保园、观察农作
物等；二是以动手做为主的实践式，如：煮
饭、炒菜、收拾餐桌等；三是以项目式学习
为主的探究式，如：分组探究科普水保园区
农田水利设施的功能。

⑵以学校为主导的劳动教育策略
学校整体规划和统筹安排基地劳动周、

学校劳动、家务劳动、社区服务性劳动，在
劳动教育中起主导作用。按照劳动课型划
分，学校劳动教育分为五类：一是指向四维
的综合型劳动课，如：劳动常识学习、竹编
制作等；二是物化创意的设计型劳动课，如：
小制作、小发明；三是发展“五育”的融合型劳
动课，如：在各学科中挖掘劳动元素或以某一劳
动项目为载体，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解决问
题；四是彰显兴趣的社团型劳动课，如：烘
焙、刺绣、陶艺等；五是服务校园的岗位劳
动，如：人人承担班级服务岗位、人人做好课
后三件等。

⑶以家庭为基础的劳动教育策略
家庭是孩子养成良好劳动习惯的主阵

地，是劳动教育的基础。家庭劳动教育按照
劳动教育行动主体分为四类：一是家长示范
引领行动，家长为孩子做劳动示范，帮助孩
子提高劳动能力；二是家庭亲子活动，家长
和孩子一起参与劳动，激发孩子爱劳动的情
感；三是家政日常岗位行动，孩子除做好生
活自理外，至少还要承担一项固定的家务劳

动；四是家校配合实施行动，按学校制定的
《家务劳动教育清单》指导劳动，及时反馈。

⑷以社区为拓展的劳动教育策略
社区是劳动教育的广阔天地，是劳动教

育不断拓展的空间。社区劳动教育按照劳动
与实践的特征分为三类：一是常态化公益劳
动，如：每日清扫校园周边人行道；二是主
题化劳动，如：植树节种树，椪柑节采摘；
三是本土化劳动，如：采茶、插秧、收割菜
籽。

2.协同一体，实施劳动教育
⑴实施时间相补。以学生生活足迹为线

索，科学规划学生劳动教育时间。一是专设劳
动课：每周设必修课1节，进入班级课表；特设
社团课程每周1小时，进入社团安排表。二是
合理安排日常劳动时间：在家里，星期一至星
期五做好生活自理和家务劳动，每日不少于30
分钟；节假日开展多种形式的家务劳动，每日
不少于1小时；在社区，参加社区公益劳动或主
题劳动体验每月不少于3小时。

⑵实施环节相通。一个劳动教育项目，
按实施过程展开的时序，分成前置课程、中
置课程和后置课程。三个环节中，前置课程
主要在学校开展，以示范讲解、交流分享为
主，是课程实施的主导环节；中置课程主要
在基地开展，以实地考察、操作体验为主，
是课程实施的关键环节；后置课程主要在家
庭和社区开展，以任务驱动、反复淬炼为

主，是课程实施的巩固拓展环节。
⑶劳动评价同向。基地、学校、家庭和

社区劳动教育评价目标相同，标准一致。制
定了《学生劳动素养成长记录手册》，采用观
察记录法、成长记录法、成果展示与分享等多
种评价方法，主要从态度、成效、习惯等方面
开展增值性评价，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

综合而论，学道街小学劳动教育体系的
创新性在于：一是劳动教育探索早、历时
久、坚持得好。学道街小学劳动教育从1988
年起，经4任校长、历时33年一以贯之地探
索，极大地彰显了劳动教育精神，形成了成
熟的劳动教育体系。二是创造性地构建了集
中劳动的场所。学道街小学劳动教育基地是
学生集中劳动的中心，创建于1994年，是全
国中小学中较早形成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形成了建设劳动教育基地的成熟经验和措
施。三是实现了劳动教育理念校本化落地。
学道街小学劳动教育理念紧扣学校办学理
念，实现校本化落地。该校劳动教育体现

“天人共有、知行合一”的办学思想以及“三
会”育人目标，劳动教育与学校教育融为一
体，形成了成熟的劳动教育体系。

该成果通过四川劳动教育研究中心搭建
川渝劳动教育联盟平台进行广泛交流，并发
文省内外推广。

（四川劳动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邓达 青
神县学道街小学校长 欧建）

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学道街小学

构建厚植“三会”素养的小学劳动教育体系

学校在实施“三会”教育的过程中，发现城
区学生出现了不珍惜粮食、不想劳动、不会劳
动、远离大自然、沉迷于虚拟世界的现象。城区
学校在培育学生吃苦耐劳精神、劳动服务意识、
自理自护能力、农事劳动技能等方面缺乏锻炼平
台，县城学校的环境和手段不能满足“天人共
育、知行合一”的需求，难以全面实施“三会”
素质教育。为此，学校以劳动教育为抓手，通过
天人共育、整体育人，落实知行合一、育整体的
人。由此开启学校劳动教育初心，切实推进学生
整体和谐的发展。

天人共育——整体育人。具体而论，就是把
基地、家校社中各种有利于提高学生劳动素养的
人力、物力资源以及各种自然资源作为一个系统
来统整；同时全学科融入，多活动融合。以基地
为纽带，从校园出发、走进家庭、走向社会，整
体架构、综合实施，形成劳动教育协同融合机制。

知行合一——育整体的人。劳动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塑造“完整的人”。“完整的人”具备能
力和个性的全面发展：一方面，指在劳动教育中
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实现“三会”
劳动素养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基于劳动教
育，融通德智体美，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
合”，实现“全人”教育。

建立初心

以劳动教育为抓手
促进学生整体和谐发展

学道街小学劳动教育走过酝酿期、探索
期、初步示范期、成熟期、升华期五个阶
段，逐步形成以“三会”劳动素养为导引的
五大体系：目标体系、空间体系、内容体
系、方法体系和支持体系。其中建构目标体
系、空间体系、内容体系和支持体系是协同
劳动教育实施的前提。

1.建构“三会”素养目标体系
“三会”素养，在劳动领域是以劳动习惯

养成为重点，倡导“会做的事自己做，不会
的事学着做”。“三会”劳动素养目标分三个
维度：学会学习是劳动认知维度，学会做事
是劳动践行维度，学会做人是劳动情感维
度。“三会”劳动素养以学段目标为纵向坐
标，过程目标为横向坐标，构成劳动教育目
标体系。劳动教育学段目标分为低年级目
标、中年级目标和高年级目标，体现学生的
进阶成长历程；劳动教育过程目标分为前置
目标、中置目标和后置目标，体现教育过程
的时序发展。

2.打造“四维”劳动教育空间体系
打造集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构建基

地、学校、家庭和社区“四维”一体的劳动
教育资源配置与活动开展的空间体系。学校
通过多年的探索，在基地的规划、建设等方
面形成策略。规划基地考量四项条件：安全
方便、距离适中、资源丰富、可持续发展；
建设基地遵循五项原则：分步实施、活动优
先、环境保护、因地制宜、开拓创新。以基
地为纽带，功能布局为衔接，资源布局为本
源，构筑了幸福生活区、快乐服务区、农事
劳作区、综合实践区等四大劳动与实践空
间，各空间在基地和家校社中相互贯通，连
成一体。如：农事劳作区是将基地水保科普
园、校园绿植区、家庭种植养殖角、地方特
色农业区整合为一体。

3.构建“四维”劳动课程体系
以“三会”目标为统领，以“四维”资源

为依托，与四大劳动空间衔接，形成了幸福生
活、快乐服务、农事劳作、综合实践等四大课

程模块，课程模块中，具体的课程门类和活动
项目以学本、指南和清单的形式予以呈现。

⑴利用特色资源开发学本。开发《水土
保持》《米饭的来历》《辣椒种植》《气象》
《家乡的茶文化》《我爱家乡的茉莉》《竹编》
《加工创意》《陶艺》《劳动教育》等10本劳
动教育学本，学本分单元、分章节、分课时
编排，系统性强。

⑵以主题为线索设计活动项目。具体活
动项目有基地实践、社团活动、家务劳动和志
愿服务等。如：基地劳动实践项目有四大类25
项，其中种植养殖有15项：认识农作物、认识
农具、种菜、栽花、植树、采摘；割草、喂鱼、喂猪、
养兔、养鸡；探究无公害蔬菜栽培、椪柑种植、
巨桉管理、稻田病虫害防治。活动项目以“流程
化指南”和“劳动教育清单”的形式予以呈现。

最后，整合资源，统筹协调，完善组织
保障、队伍保障、安全保障和制度保障，形
成整体联动的支持保障体系，确保劳动教育
顺利实施。

构建体系

以“三会”劳动素养为导引
构建劳动教育体系

落实操作

以基地为纽带
四维协同实施劳动教育

着力抓好党史学习教育，
筑牢研究生思想根基

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是中国
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强大精神支柱，它生动诠释了中国
精神、中国力量、中国价值。武汉理
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将党史学习教
育融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一是用
朴实的语言、生动的故事，讲好党史
这本“活教材”，开展了研究生党史微
讲堂、研究生党史宣讲团、“历史名人
心理剖析大赛”等活动，引导研究生
把党的宝贵精神和红色基因传承好、
弘扬好，以激励研究生坚定理想信
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
养、提振奋斗精神、培育创新能力。
二是根据研究生心理、思想的接受特
点，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
合，理论讲授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宣
传阐释与主题教育相结合，示范教学

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线上学习与线下
指导相结合，确保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见成效。三是结合研究生现实需
求，将思政元素融入到专业课程之
中，用抗震救灾精神、伟大抗疫精
神、脱贫攻坚精神等鲜活素材讲好英
雄模范人物故事，引导研究生感悟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将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从而使他们成
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着力夯实研究生基层党
建，打造思想引领的组织阵地

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基层党建工
作，弘扬和传承革命精神是高校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题主线、主
责主业。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多措并举，着力夯实研究生基层党
建，是将革命精神教育融入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路径之一。一是要以提
升组织力为重点，加强支部标准化和
规范化建设。结合研究生专业和学科
特点，将研究生基层党组织建在课题
组、实验室和科研团队中，扩大基层
党组织的覆盖面。二是加强研究生基
层党建工作队伍建设，打造研究生党
员骨干领航工程；构建和完善线上线
下、校内校外相结合的党建知识培训
体系。三是以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为
基础，构建从新生入校到毕业生离校的
一体化党员教育体系，强化党员教育全
过程管理。四是以基层党建质量创优为
契机，推进研究生基层党建“双创”工
作，引导研究生党员在弘扬革命精神中
加强党性锻炼，发挥研究生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

着力营造红色文化氛围，
大力弘扬革命精神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充

分发挥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持续开
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把发扬红色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整体推进。一是
注重凝聚线上和线下合力，着力营造
革命精神培育的良好文化环境。充分
发挥校园广播、校园网站、橱窗展
板、电子屏等的宣传展示作用，积极
运用微博微信、社交媒体、视频网
站、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网络平台，
抢占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
地，将革命精神教育向互联网空间延
伸。二是创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红色文艺作品。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以百年党史为主题，充分发
掘革命英雄人物、重大革命事件、革
命遗址等革命题材，运用文学、歌
曲、配音比赛等表现形式，创作歌颂
党和人民、反映我国伟大革命斗争的
优秀文艺作品，增强红色文化的感染
力和影响力，教育引导研究生在新时

代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

着力推进实践育人，促进
研究生成长成才

将革命精神教育融入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引导研
究生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将革命精
神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淬炼党性，
汲取奋进新时代的强大精神动力，使
他们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层
次人才。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是根据
研究生的思想特点和现实需求，聚焦
研究生教育教学的重点难点，扎实推
进导学关系建设、研究生学术道德和
学风建设月等活动，提升研究生培养
质量。二是开展研究生学术创新成果
展、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等活动，培
养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三
是强化实践育人和劳动教育环节，通
过研究生工作站，鼓励研究生结合个
人所学专业和研究成果为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组织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团
赴革命圣地开展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
活动，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高级专门人才。

（陈朝娟）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革命精神融入研究生思政教育路径探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

命实践中，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
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
坡精神等革命精神。充分彰显了我们
党的初心和使命，成为鼓舞中国人
民战胜敌人、勇往直前、不断夺取
革命胜利的巨大精神力量。研究生
作为高层次人才，是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来
源之一，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将党
史学习教育作为加强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契机，不断拓展将革
命精神教育融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路径，在弘扬中国共产党伟大
革命精神中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
脉，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把研究
生培养成为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