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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春天，师生一起开垦、播种；夏天，师
生一起锄草、除虫；秋天，师生一起采摘果
实，感恩土地的馈赠⋯⋯在湖北省红安县
这片浸润革命烈士鲜血的“红土地”上，一
场场劳动教育，随着四季流转自然生成。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应该是什么样
子？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红安县劳动
教育探索出了哪些经验？如何形成红安
特色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并加以推广？
如何引领劳动教育课程有效推进与常态
化实施？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采访。

依托“1+N”课程实践，让劳动
教育更立体

“天刚微微亮，我便来到厨房，先给西
红柿‘洗洗澡’，再切成小块放进碗里；接
着我把鸡蛋打散、搅匀，之后把油烧热，将
鸡蛋倒进锅里翻炒，最后倒进西红柿。爸
爸妈妈起床后，看见这盘西红柿炒鸡蛋，
开心地笑了⋯⋯”红安县永河小学五年级

（1）班学生黎荣坤在《班级劳动日记》里生
动描绘了这样一个温馨的画面。

像这样的故事，在红安县每所学校每
天都在发生。记者了解到，红安县各所中
小学立足校情，挖掘特色，积极开展劳动
教育实践活动，其课程建设经验先后在黄
冈市、湖北省劳动教育培训会上交流。日
前，在 2021 中国教育科学论坛上，红安县

教育科学研究院副主任余向红以《红安县
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实施策略与途径》为
题，将红安县劳动教育课程建设的经验推向
全国。“依托课题，利用资源，规划先行，系统
培训，持续推进。”这就是红安县探索出的推
进学校劳动教育课程实施的具体途径。

记者获悉，红安县现有 6 所承担或参
与省市劳动教育课题实验的学校，由教科
院组织实验学校集中研讨，制定了中小学
劳动教育课程规划与实施的系列指导意
见，并形成了“四大劳动实践项目”：生活
服务劳动实践、特色技能劳动实践、学科
背景劳动实践、基地生产劳动实践。

“红安县劳动教育资源丰富，类型众
多，因此，我们建议学校在进行课程规划
时，结合劳动教材，以‘1+N’的方式组合
设置课程内容。”余向红说，“‘1+N’中的

‘1’，指的是生活服务劳动，这一部分是全
县各学校劳动实践课程规划的必选内
容。‘1+N’中的‘N’，指的是学校根据实
际，自主选择 1—2 项特色劳动实践课程
内容，与生活服务劳动组合，形成本校的
劳动实践课程内容板块。”

“这种课程内容规划方式，既保证了
每个学生接受基本的劳动教育，又能形成
不同的学校劳动课程特色，让劳动教育更
丰富、立体。”余向红表示。

立足学生生活，让劳动教育课
程落实落地

采摘、分拣、装袋、摆摊、售卖⋯⋯“一
条龙服务”的蔬菜售卖活动，近日在红安

县马岗小学如火如荼地上演着。这样“接
地气”的劳动课，正是红安县探索出的 4
种劳动教育实践课型之一。

劳动教育课到底应该怎么上？红安
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学生亲身体验和
参与为主要形式的现场实践课；以参观、
访问、欣赏、听报告等方式开展的感知欣
赏课；以某个具体的劳动技能、方法、工具
使用为教学内容的技术指导课；以学生个
人或团队的劳动实践经历为主要内容，以
交流展示为主要方式的展示分享课。

此外，据该县教育局基础教育股负责
人刘会文介绍，为了保障学校劳动教育课
程的落实，各所学校还加强了对学生学习
情况的评价。

跟踪评价。以劳动手册（或记录表、
档案袋）的方式，一周一记录，一月一交
流，一期一展示，一年一总结。这种评价
方式重在督促、帮助学生养成劳动习惯，
确保劳动实践课程常态化实施。

激励评价。通过评选劳动小能手、作
品成果评奖等方式，以奖代评。这种评价
的主要功能是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学生热
爱劳动、创造性劳动，感受劳动的光荣。

即时评价。根据具体劳动技术指标
当堂评价，并用以指导学生劳动实践，适
合在劳动实践教学时当场使用。

立足乡情校情，形成有特色的
校本劳动教育课程

“植物开出的第一朵花，结出的第一
枚果实，都给学生带来莫大的快乐；到了

秋天收获的季节，学生们挖红薯、摘花生，
忙得不亦乐乎，这就是劳动之美。恰逢其
时，四时勤作，让学生在劳动中体悟生活
的实质，感悟生命的真谛。”红安县虎门小
学教师李佳如此阐释劳动之于学生的意
义。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21 年春季，红安
县 6 所实验学校就分别开辟了劳动实践
基地，学生种植了花生、大豆、红薯等农作
物和黄瓜、辣椒、西红柿等蔬菜。所有学
生都完整经历了整地、选种、播种、浇水、
松土、除草、施肥的全过程。

与此同时，在该县劳动教育课程推
进策略和规划路线指导下，6所实验学校
的核心团队分别进行了劳动教育课程规
划和设计，形成各具特色的校本劳动教
育课程：红安县永河镇所产的豆制品为
国家级地标产品，永河小学开发的特色
劳动教育课程就是“豆课程”；太平桥小
学聘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安绣
活传人刘寿仙老师教学生学刺绣，制作
五彩缤纷的“宝葫芦”；马岗小学则把设
计与制作类技能教育作为劳动教育内容
进行开发⋯⋯

学习不止于课堂，成长发生在天地
间。“劳动教育从理论到实践是一个艰难
的过程，但只要合理设置，长期坚持，劳动
课程的育人功能是可以伴随一生的。”该
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曾红波表示，将
继续挖掘、整合地域资源，探索劳动教育
新模式，发挥劳动教育综合育人功能，为
学生的全面成长奠基。

成长发生在天地间
——湖北红安推进特色劳动教育探秘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曹小飞 刘先莹

“能够在工作这么短的时间内获
得如此多的成绩，我特别感谢我的指
导教师房启莉老师。”在江苏省新沂
市城东小学任教的山东姑娘赵君是

“一三五培养工程”的种子选手，年
纪轻轻的她已是当地小学语文界的教
育“名人”。

城东小学的叶书权校长介绍，学
校的年轻教师每学期听课次数不得低
于60节，撰写的学习笔记不得低于50
篇，同时每周举行一次学习报告会，相
互交流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年轻教师
的成长速度也快了很多。城东小学的
教师培养模式是新沂教育系统的一个
缩影。全市各校均通过遴选，为新入
职的年轻教师配备指导教师，指导青
年教师成长，有效缩短年轻教师的成
长时间，使其尽快成长为合格教师。

近年来，新沂市委市政府始终把
教育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针对生
源高峰带来的师资紧缺问题，持续加
大教师招聘力度。自 2017 年以来，
新沂累计招聘新教师近 5000 名，给
各中小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补充了大
批新生力量，有效缓解了教育压力。

如何引导新教师完成角色转变，
快速打造出一支能征善战的青年教师
队伍？新沂市教育系统出台了《新沂
市青年教师“一三五培养工程”实施意
见》，设置新入职教师“一年合格、三年
骨干、五年优秀”的成长路径，全面提
升青年教师的教育理念、学科素养、工
作技能、科研能力、实践与创新能力。

“近年来，新沂市教育系统特别重视教
师培训，相继组织乡村骨干教师培训
班、乡村教育带头人培训班、校本研训
高级研修班、暑期骨干教师全员培训
班、省名师送培班等，促进年轻教师成
长。平均每年邀请 150 余人次国家、
省级优秀教师到新沂开设讲座，组织
2000余人次教师至海门、无锡、南京、
上海等地观摩学习。”新沂市教师发展
中心副主任何书锋说。

据悉，新沂市教育局还将进一步
强化教师培训工作，大力实施名师培
养工程、“万人培训计划”，积极举办
新入职教师规范化培训、校 （园） 长
创新管理培训、领军名师高级研修培
训、特级教师后备培训等活动，加快
培育一批在全省、全市有影响的特级
教师、名优教师和骨干教师，整体提
升教师队伍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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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书锋

近日，湖北襄阳东津新区第一实验小学校长张艳带着学生在学校基地开展劳动教
育，亲近大自然。学校在风雨操场的后面开辟了一片劳动基地，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在
菜地里种植蔬菜、拔草、逮虫子、观察蔬菜的形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及在劳动实践中发
现美的能力，让学生真切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杭国玲 摄

■看基层看基层

幼儿园的孩子们“看红船、画红船、拼
红船”，生发热爱红船的感情；小学生倾听

“红船故事”串烧，感悟红船播下的希望火
种；初中生通过小组合作探究“红船精神”
的具体表现；高中生结合所学知识理解“红
船精神”的内涵；大学生则要学习运用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解析“红船精神”的
本质内涵和时代意义⋯⋯近日，在山东省
潍坊市奎文区，一场以“红船精神”为主题
的“同城大课堂”，让全区 4.5 万余名大、
中、小、幼学生耳目一新。这也是今年奎文
区“同城大课堂”以30种“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为主要内容开设的88节思政课之一。

今年以来，潍坊市奎文区深入探索推
进“三纵三横，多元一体”大中小幼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从管理机制纵向联动、横向协
同，育人载体搭建横向“点带面”、纵向“共
同体”，课程建设横向学科融合、纵向学段
衔接等三大方面的纵、横两个方向，密织思
政育人网络，全面提升思政课程和课程思
政双向贯通、协同育人水平。

“在管理机制方面，纵向上我们健全完
善了区级、校级、级部三级联动的思政育人
领导管理机制，且区委教育工委领导班子
成员每人至少建立两个党支部思政工作联
系点，今年班子成员已经深入联系点开展
思政育人工作调研 70 余次，上党课、作形
势政策报告32次，指导学校开展思政课程
和课程思政改革研讨16次，切实帮助学校
提升思政铸魂育人工作水平。”潍坊市奎文
区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奎文区教体局

党组书记、局长王玉兴说。
在横向上，奎文区积极统筹学校内、学

校间和家校社各方力量，共筑协同育人网
络，学校里人人争做育人导师，学校间协
同举办“支部联动会”“党员思享汇”，开
设“书记工作室”“思政育人工作直播
间”等，优势互补共同提升思政育人水
平。此外，奎文区还聘任了一批先模人
物、优秀社区党支部书记和学生家长作为
思政特聘导师。

“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
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潍坊市育才学校
立足学校建设的“兵团岁月”红色历史，
特别聘请 47 年前参与学校建设的原济南
军区山东建设兵团二师政治部干事、今年
已 82 岁高龄的崔宏让老人，为全校师生
讲述当年学校建设、城市建设的历史，上
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大课。

在思政育人载体搭建方面，奎文区横
向上“点带面”，纵向建设“共同体”。奎
文区首先建立了市、区、校三级思政工作
室，以点带面从制度建设、项目研究、年度
评估等 8 个方面加强管理，辐射带动了一
批教师快速成长。该区于海燕老师思政工
作室深入推动“思政+特色”“思政+学科”

“思政+实践”育人研究实践，打造了一批
特色思政育人品牌课程。该工作室刚刚参
加工作一年的王靖涵老师，在全区的道德
与法治教学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在纵向上，奎文区教体局与青岛大
学、潍坊学院合作共建，签订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协议，推动辖区内幼
儿园、中小学与高校在课程建设、教学改
革、师资培养、特色创建等方面合作共
建、资源共享。

在课程建设方面，奎文区横向推动学
科融合，纵向推动学段衔接，积极探索融入
式、嵌入式、渗透式的教学方法，有力保障
各学科与思政课“同向同行”。从 2018 年
以来，奎文区采取“多科多人协同备课、一
人融合全科授课”的方式，已开发了“我爱
我家”“祖国的万水千山”“长征精神”“航天
精神”等一至九年级跨学科融合育人课程
380 余节。纵向推动学段衔接，奎文区幼
儿园、中小学与高校联合建立了大中小幼
一体化课程建设团队，开展教师“手拉手”
备课机制，通过集体备课、互相听课、共同
磨课，目前已经研发适合大中小幼 5 个学
段、不同年级学生学习的系列思政课 127
节，建起了思政育人资源网上共享库。

“通过学习 6 位老师集体跨学科备课
的‘航天精神’一课，我不仅全方位、立
体化了解了航天精神的基本内涵，还在心
中播下了一颗红色的种子，立志要做好航
天精神的传承人。”奎文区德润学校八年
级学生葛怡宁说。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深入探索完
善‘三纵三横，多元一体’的大中小幼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努力形成上下联
动、左右协同、多措并举、多元互动的思
政育人一体化网络，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王玉兴说。

潍坊市奎文区探索大中小幼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三纵三横“织密网”多元一体“筑牢墙”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刘海元

■基层创新

■基层探索

本报讯（通讯员 曲振）“团
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
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近
日，在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莒格
庄镇东莒格庄村的乡间小路上，
来到全区劳动教育综合实践基
地开展劳动教育的一队小学生
的嘹亮歌声，吸引了村民的关
注。这群小学生是来自城区的
牟平区实验小学的学生，他们在
这里度过为期 5 天的“沉浸式”
劳动教育实践体验学习。

“今天收获满满，不仅挖到
了‘巨型’地瓜，还收了很多玉米
秆，我觉得非常充实。”学生杜朝
云高兴地说。学生们在指导教
师的带领下，挖出了一垄垄地
瓜。随后，他们又分成男女两
组，女生负责将地瓜拾到筐子
里，男生则帮助农民伯伯一起收
玉米秆。

在为期 5 天的封闭式学习
和劳动中，每个班级会有两名教
师跟随学生，时刻关注他们的身
体情况和精神状态。指导教师
董振梅颇为感慨，“孩子们肉眼
可见地成长了。劳动教育不等
同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还要让学
生充分地从劳动教育中汲取知
识，培育劳动创造精神，让学生
在劳动过程中感悟到一些书本
上无法学到的道理，学会自理自
立，获得成长，更好地帮助他们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牟平区教育体育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局在莒格庄中心小
学新建了一处涉及粮食作物、蔬
菜、手工艺等内容的全区劳动教
育综合实践基地，让各个学校的
学生轮流体验“沉浸式”劳动教
育。这一全区劳动教育综合实
践基地包括 30 亩的种植园、5
间学生宿舍和相关教室，一次可
以容纳 4 个班级参加劳动实践
教育活动。除了劳动教育课，基
地还会合理搭配文化课、红色基
因主题课以及音体美等课程，引
领学生全面发展。

近年来，牟平区教育体育局
始终坚持劳动课程“无例外”
管理，每学期开学前进行课程
备案备查工作，确保劳动课程
落地。在校园里，全区学校充
分开辟教学楼角落、转角等零
散土地，通过打造木质种植箱
等方式，建设了“袖珍小菜
园”400 多处。同时，还开发
建设了校外农场 32 处，累计
100 多亩，此外还投入 500 多
万元，建起了 3D 打印机、机
器人、无人机等现代化的创客
空间。下一步，区教育体育局
将以劳动教育“升级”为契
机，着力培养学生爱劳动、会
创造的行为习惯，擦亮每个学生
的人生底色。

烟台牟平

“沉浸式”劳动教育让学生自立

■基层实践

真切感受劳动的美

本报讯（通讯员 雷江峰
记者 赖斯捷）近日，湖南省常
德市常英学校 119 班学习委员
刘哲辰领到了新身份：作业登记
员。而该区第一小学数学教师
刘小芬，也在最新一次集体备课
中，领到了新任务：统筹规划作
业、按周制定作业、校内公示作
业⋯⋯常德市武陵区专门从作
业管理入手，出台《武陵区推进
中小学生“五项管理”工作方
案》，一道道用心为学生搭配的
课后作业“多元营养餐”，陆续在
该区各中小学校推广开来。

常英学校推行的是作业监
测制度，监测员由学生担任，作
业量是多是少，难易度怎样，孩
子们都有了发言权；工农小学推
行的是“尚美”系列实践作业，课
本剧、制作思维导图、趣味手抄
报；在北正街恒大华府小学，“交
流”成了作业的新样态——孩子
们可借助乐教乐学平台进行“特
色作业展”，各年级各班自行设

计的古诗配画、成语日记、美文
集，还有学生手工作品、书法作
品等，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亮相、
交流。

一道道“多元营养餐”的推
出，背后则是学校教研团队针对
作业这门“技术活”，进行的全方
位提质创新。发挥学校教研团
队优势，让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
得到训练、发展，通过自助点餐
式的作业安排，确保每个层次的
学生都能“吃饱”“吃好”，全面提
升综合能力，这是武陵区所追求
的目标。以百年老校东升小学
为例，教研组牵头，学校自主编
写了《汉字书写本》12 册，将“生
字写字+书法练字”融为一体，
既落实教学任务，又培养学生养
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据该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
长张冰介绍，在“双减”新形势
下，武陵区正着手研发设计，打
算建立全区学生课后作业资源
平台，供教师和学生选择使用。

常德武陵

用心烹制课后作业“营养餐”

本报讯（记者 赵准胜） 长
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
学院全院师生用画笔礼赞百年辉
煌，精雕细琢出 《开天辟地》

《秋收起义》等22个经典党史故
事的剪纸雕塑组图；特殊教育学
院学生用手语表演的形式为建党
百年献礼，还带动其他学院师生
学习手语，一起表演.⋯⋯

近年来，长春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积极探索思政铸魂与艺术
教育相融合的新途径，将党史学
习教育充分融于美育之中，形
成了“技能+美育”的育人模
式，坚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

让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更
“活”、更“美”。美育课不仅是
艺术类学生的专业课，而且是
文化类学生的通识课。另外，
学校开展多种多样的社团活
动，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需
求，真正实现美育全覆盖，将美
育纳入到各专业人才培养的全
过程。

“学校充分发挥美育的德育
功能，通过美育激发青年学子
爱党爱国热情，致力于培养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新时代
摇篮师’。”长春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党委书记崔国涛说。

长春师专

党史学习教育更“活”更“美”

本报讯（记者 赵岩）近日，
山西省运城市召开减轻学生校
外培训负担暨“教培云”平台
推行会议，要求严控机构数
量，加强收费监管，全面启动

“教培云”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
管平台使用。

该市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
作将抓好 5 项工作：一是做好

“教培云”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
管平台使用推动工作；二是建
立健全校外培训机构风险预警
系统；三是通过网格化管理体
系，做好校外培训机构底数核
查和无证无照校外培训机构关
停取缔工作；四是同步管理并
督促机构如实完成全国校外教
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数
据填报工作；五是配合相关职能

部门加快学科类培训机构“营转
非”登记工作，确保年底前全面
完成。

据悉，该市“教培云”平台分
设教育部门监管端、教培机构服
务端、学生家长服务端三大模
块。其中，教育部门监管端提供
机构课程与资金的全视图监管
服务，确保资金按履约进度从监
管账户向机构账户划拨，帮助消
费者避免资金损失。教培机构
服务端为教培机构提供课程管
理发布平台。学生家长服务端
为家长学生提供报班选课、缴费
退费、纠纷处理、课后评价等服
务，保障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
目前，该市“教培云”业务已步入
全面推广阶段，已有272家校外
培训机构纳入系统监管。

山西运城

“教培云”助力校外培训治理

■基层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