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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教育，已经成为双福二
小，甚至是江津区劳动教育的一
张“特色名片”。一馆一园一吧，
展示着孩子们质朴的劳作之美；
农耕特色课程，解读了孩子们独
特的成长密码。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在江
津区双福第二小学校的劳动教
育中得以充分体现。

把劳动课
开到菜地里、灶台上

提起双福二小的农耕教育，
就不得不谈到该校的劳动教育

“三空间”——农耕文化展览馆、
红领巾种植园、生活体验吧。

学校高标准建设的农耕文
化展览馆，用于展示农业耕种所
需的劳动工具和农耕文化发展
史，并结合校本课程弘扬“耕读
济世”的精神文化。展览馆既能
培养学生的农村情怀和感恩精
神，也是传承校园精神和文脉的
物化典章。

红领巾种植园是学校专门
开辟的一块果园、菜地，既是劳
技课、科学课的一部分，也是学
生的课外实践基地。2-6年级学
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种菜、种
庄稼，体验“粒粒皆辛苦”的深刻
含义，同时学习生活、生存的本
领。

在生活体验吧的小小灶台
上，学生可以用自己亲手播种的

蔬菜，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做
菜，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同时领
会中国饮食文化、礼仪的博大精
深。

一馆一园一吧给学生更直
接、生动的教育视野，成为课堂
的延伸、课程的载体，孩子们也
在和阳光、土地、大自然的亲密
接触中进行劳动与生活教育。

在农耕课程里
学会爱劳动、懂生活

以农耕文化为主线，双福二
小开发了农耕特色课程，编写了
《农耕课程指导纲要》以及农耕
系列读本，与一馆一园一吧、学
科课程相融合实施农耕教育。

学校还深入挖掘农耕课程
的内涵和教育功能，在农耕的大

框架下开展小课题研究，如玉米
的生长、农具的发展、农耕与节
气等，引导学生对生活中的问题
进行观察、记录，让学生在行动
中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实践。

在农耕课程之外，学校还开
发了生活、阅读和社团课程。以
生活课程为例，孩子们在六年里
学会12道菜，在学习厨艺的同时
向父母表达感恩之情。学校还
计划创设生活训练馆，让学生真
正学会一些简单的生活技能，个
个都能成为生活小能手。

在双福二小看来，教孩子学
会劳动和生活，也是学校的教育
职责。正如学校的“幸福教育”
理念所言：尽力让每一个孩子都
成为最好的自己，爱劳动，懂生
活，成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

江津区双福第二小学校

农耕教育中撒播幸福的种子

石蟆小学以“高质量发展”
为主旋律，坚持“学至乐，行至
善”的核心理念，致力于在5年内
打造成为重庆市农村名校。

近年来学校积极推进劳动
教育的探索和创新，以“五育融
合”为出发点，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并有机融合现代
科技和智能化手段，探索劳动教
育发展的新路径。

目前，石蟆小学有专业劳动
技术教师14人，还聘请了若干能
工巧匠、劳动能手作为兼职教
师。拥有20余亩的劳动教育试
点基地，已经基本完成劳动教育
基地土地租用改造、劳动机械采
购等工作，实现传统、现代、科技
于一体，体现出学校劳动教育与
时俱进的时代特色。

多种实践活动
推动以劳树德

在石蟆小学科普种植基地
里，孩子们既是园艺师，学会了
浇水、施肥、插花等技术；也是小
当家，每人都能学会一道家常
菜；还会化身艺术家，创作版画、
线描、编织、泥塑等作品。

劳动教育，被石蟆小学视为
推进以劳树德，提高学生综合核
心素养与学业能力的突破点。

除了在科普种植基地里开
展学农实践活动外，学校还通过
主题班队会、节日宣传等活动，
对学生进行渗透教育。同时充
分发挥家校共育作用，与家长配
合开展劳动活动，共同引导学生
会劳动、爱劳动。

如今，石蟆小学正计划开展
中小学劳动教育改革试点工作，
协作打造石蟆现代农业博览园
和现代农业劳动实践基地，努力
构建起打通校园内外、衔接中小
学段的劳动教育体系，致力于将
学生培养成为尊重劳动、独力自
主、自力更生的合格接班人。

引入科技手段
实现以劳增智

语文课以“文”劳动，引导孩
子们撰写农谚、春联；体育课以

“武”劳动，开展田间劳作活动
等。这是石蟆小学结合学科知
识打造而成的特色劳动课程，以
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对其他课程
的掌握，实现以劳增智。

石蟆小学提倡：“崇自然之
道，育完整之人，让每个生命皆
绽放。”学校将自然的带动转化
为劳动教育，根据各年段学生的
特征和学科特征，打造独具特色
的劳动课程，促进学生知识、技
能的增长。

劳动课的最大特点还体现
在智能化，利用了劳作与科技的
结合，有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如利用简易的物联网云管理平
台，实现了智能监控、智能灌溉，
让学生体悟到环保、节能的可能
性及优越性；利用电商平台推介
产品，让学生在网络销售、理财
等方面得到锻炼，培养学生的互
联网思维、创新实践能力。

江津区石蟆小学校

现代科技为劳育创新注入“智”能量

学生在香蕉园中积累作文素材

重庆市江津第六中学校具
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解放前中
共地下党“津綦边特支”所在地
和《挺进报》薪火传承的中转
站。依托于丰富的革命资源，学
校大力开展红色教育，弘扬和培
育红色文化。

“红色精神”的注入，也为该
校劳动教育增添了更加绚烂的
育人色彩。

以“红色精神”为引领，江津
六中坚持错位发展、特色强校的
办学思路，推行以身作则、敢于
担当、干净做事、积极作为的工
作作风，发挥劳动教育的“全方
位”育人价值，构建起德智体美
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实现了
学校发展的新跨越。

营造劳动氛围
增强责任意识

“热爱劳动、劳动光荣”的意
识已经深入江津六中每一个师
生心中。

据了解，江津六中通过班
级、学校、家庭多个环境中创设
热爱劳动的氛围，并通过活动搭
台引导学生积极融入劳动中
去。同时学校注重发挥榜样激
励的作用，通过开展主题班会、
故事会等形式，让学生感受劳动
的艰辛与快乐，深入理解劳动对
社会发展的贡献。

为推动劳动教育课程的落
实，学校成立了特色劳动社团。
社团以劳动教育责任田的形式，
让每个班认领一块公地和草坪

进行维护，带领学生亲身融入劳
动体验，进一步加强校园劳动教
育的渗透性。

学校还成立了自律委员会，
通过团支部活动组织学生参加
志愿服务和农耕活动，将劳动教
育变成校园文化的一部分，真正
做到“为学生持续发展奠基，对
学生终身幸福负责”。

传承红色基因
涵养教育情怀

自开展劳动教育以来，江津
六中不仅建立了特色劳动社团，
开展了众多特色劳动课程、劳动
实践，并将红色精神融入劳动教
育中，展现了独具特色的劳动育
人风采。

讲述红色故事，让孩子们在
追寻历史中体会到劳动才会有

收获的真理；参观历史纪念馆，
让孩子们领悟到“我劳动、我奉
献”的深刻内涵；学生独立完成
红色诗词篆刻，在感悟红色精神
的同时进行劳动创造......

红色基因的传承，不仅体现
在劳动教育中，还体现在学校的
特色发展里。江津六中成立了
红色六中宣讲队，用党的光荣历
史和革命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传播红色文化。

劳动教育与红色教育的深
入推进，促使江津六中驶入了文
化兴校、内涵发展的快车道。近
年来学校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学
校声誉日益提升。去年来学校
高考上线率达100%，学生参加
比赛获市、区级一、二等奖共计
59人次。

江津第六中学校

“红色精神”照亮劳动教育之路

教师带领学生观察记录农作物生长情况

重庆工商学校是我市办学
规模最大、综合办学实力最强的
中职学校之一，学校秉持“精其
技以兴家、铸其德以立业”的育
人理念，深化校企合作加强劳动
教育，为社会培养并输送了数以
万计德技双馨、崇尚劳动的高素
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据悉，该校持续强化劳动教
育体系构建，通过课程建设、校
企协作、社团活动、文化浸润等
方式扎实推进劳动教育落地生
根，形成德智体美劳同心同力、
同频共振大格局。

尤其是近年来，学校在校企
协同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上出
实招、见实效，逐渐形成机制健
全、课程完善、资源丰富、形式多
样的校企协同育人格局。

校企协同
探寻劳动教育新动力

校企协同是重庆工商学校
探索发展劳动教育的新思路、新
动力。

站在学校的角度看，校企协
同推进劳动教育是提高职业学
校服务能力、彰显职业教育存在
价值的内生需要，是推动产教融
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站在企业的角度看，校企协
同推进是满足产业转型升级、技
术进步、经济发展以及行业产业
链、企业生产链对高素质劳动人
才的现实需要。

因此，重庆工商学校充分发
挥学校与企业的双主体育人作

用，将劳动教育作为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重要举措，面向
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劳动力需
求，探索创新劳动教育机制，构
建起“思想教育+实践教育+文化
教育”三位一体的劳动教育课程
体系。

与此同时，学校还和企业积
极探索劳动实践教育与“现代学
徒制”“工学结合”“订单培养”等
人才培养模式的融合，进一步完
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扎根实践
创新共育未来工匠

无论是校企协同推进，还是
劳动教育落地，归根到底是实
践。

重庆工商学校依托企业有
计划、有组织开展实习实训活

动，突出“勤动手、多动脑”的教
学模式，并以社团、协会为依托，
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和技能服务，
提升学生劳动技能和服务意识。

此外学校还发挥区域资源
和教育类型优势，与园区、企业
共建校内外劳动实践基地，组织
学生代表进行休闲现代农业、新
兴产业、高新技术等方面的劳动
实践和职业体验，进一步拓宽劳
动教育途径和方式。

新时代，职业教育勇立潮
头，乘势而上。重庆工商学校相
关负责人介绍，学校将持续深化
校企合作，对接企业、产业、社会
需求，积极构建新时代劳动教育
体系，输出新时代劳动教育实际
行动，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
会发展培养更多热爱劳动、勤于
劳动、善于劳动的“工商技工”。

重庆工商学校

校企合奏唱响劳动之歌

用VR技术体验工业机器人组装生产让学生更具劳动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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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扼守长江上游入渝的“第一关口”。
积极融入和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江津奋力扛起大担当、展现大作为、实现大发展，争当“融入主城的先行区、渝西发展的领头羊、川渝合作的排

头兵”，正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战略支点。
江津是全市的教育大区，教育考核指标连续5年获评全市同组12个区县一等，曾获得全市教育改革试点成果一等奖，教育扶贫工作入选2019年中国基础

教育30个典型案例。江津以“人文江津 美好教育”为愿景，全面推进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
劳动教育，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承载以立德树人理念。
在加强劳动教育方面，江津区下好先手棋，积极打造学生劳动实践基地，补齐劳动教育短板，构建完善五育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让劳动切实发挥树德、增

智、强体、育美的育人功能。
如今，江津正以劳动教育作为教育发展、学生成长整幅画卷中最亮的底色，舞动每一个学生的双手，共同绘就一幅绚丽多彩、生机勃勃的新时代劳动画卷。

孩子们在学校收割自己种的小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