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教育不是单独存在于学
校的孤立的教学体系中，而是融
合于学校综合教学之中。人民小
学关注学科中劳动教育资源的挖
掘和整合，探索劳动教育在各个
学科中的融合渗透。

一年一度的集团学术年会
上，教师曹理红的一节《舌尖上的
数字奥秘》，为劳动教育在课堂教
学的融合落地带来示范。

“孩子们，你们知道鱼香肉丝
的味道有哪些吗”……在课堂上，
曹老师从鱼香肉丝的味道入手，
引导学生们动手研究鱼香肉丝菜
谱中糖、醋的“少许”“适量”到底
是多少？每一组的同学们再在课
堂上根据之前设想的“糖、醋”比
例进行了现场炒制。

“如果今天要制作2000份鱼
香肉丝。该怎么做呢？“雇100个
厨师，一人20份。”“成本太高了。”

“一份一份炒。”“太慢了。”孩子们
议论纷纷。最后，曹老师通过小
视频告诉了学生答案，类似任务
乡村基是通过对800万家庭的调
查，用大数据得出了鱼香肉丝的
统一配比，然后通过智能机器人
进行了炒制。

“只有在真实的生活场景，真
实的劳动实践中，才能激发学生
崇尚劳动的热情。”曹雷老师解释
道，没有空洞的说教，孩子们在研
究体验中，自然体会到要完成劳
动任务不是靠简单的体力活，必
须善于运用所学解决生活中的难
题，要多参与实践，做生活的有心

人。
“这堂课实现了课程融合的

理念，将劳动实践、科学、数学、信
息技术的高度融合。问题启发，
层层递进，促进了学生的深度学
习。”在场的重庆市教科院专家也
给予高度评价。

正如杨浪浪所说，人民小学
所构建的“劳动+”育人模式以劳
动素养培养为目标。其中，劳动
能力是核心，劳动价值观是灵魂，
所有培养的指向都指向于育人。

据悉，针对劳动教育在课程
设计、课堂教学的落地，学校已经
启动了“劳动教育教学设计”大
赛，更多高质量的劳动教育课堂
还会呈现在孩子们面前。

课程融合 学科渗透
以劳育人润物细无声

1945 年，重庆市人民
小学建校，刘伯承元帅题写
校训：“我们要为将来建设
社会主义新中国培育人才，
他们必须有文化、有道德、
爱劳动、爱祖国，具有创造
精神和铁的纪律。这个办
学宗旨一定要明确，千万不
能培养特殊阶层和娇骄
儿。”

显然，告别娇骄儿，要
让“爱劳动”成为新中国人
才的重要特质和学校育人
目标之一。

早在建校初期，第一任
校长卓琳就提出“自己的事
自己做，不吃现成饭，不享
现成福”这一教育思想，学
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全员参
与劳动，卓琳亲自带领教师
纺纱织布，军装的边角布料
也被教师们的巧手做成了
美观大方的校服。

从上世纪50年代起，
学校就专门开设了劳动课，
建立了校内劳动基地，办起
了小工厂，开展勤工俭学。
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劳
动教育采取劳动课、主题活

动、社会劳动等多种形式，
奠定了劳动教育课程的雏
形。至本世纪之初，劳动教
育进入主动发展阶段，建立

“学校农场”，开展传统的大
扫除课程，更大限度地调动
学生的内在动力，促其主动
发展。

近10年来，结合课改
和特色发展，学校构建了完
善的“EOC”课程体系，劳
动教育渗透于“基础课程—
选修课程—社团课程—社
会服务课程”之中。除了传
统清洁、种植采摘之外，选
修课程、社团课程、社会服
务课程丰富了劳动教育的
载体和路径，实现家校社的
协同。

新时期，劳动教育呈现
课程融合的形式，让学生以
更多体验的方式进行综合
性学习。劳动教育不再以
某个学科，或单一技能训练
为目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成为主要价值追求。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劳动审美能力赋予劳动教
育更丰富的内涵。

文化溯源 代代传承
劳动教育告别“娇骄儿”

劳动≠劳动教育，“劳
动”是手段，“教育”是落脚
点。在校长杨浪浪看来，

“劳动+课程”是整个育人
模式的核心，学校的研究方
向是，立足课程实施“劳
动+活动”，“劳动+社会服
务”以及“劳动+智能”，真
正实现以劳树德，以劳增
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

在 课 程 保 障 上 ，从
2019年开始，学校就将劳
动教育纳入必修课，并根据
不同学段开发不同校本教
材与评价体系，每周一节劳
动课，以项目化学习开展，
注重“做中学”，让学生从生
活中多实践、多探索、多发
现。

“劳动+活动”，劳动教
育与研学活动结合。如地
域文化劳动体验课程，充分
挖掘重庆地域文化中的劳
动教育因素，构建“美物”、

“美者”、“美景”三大课程
群，以研学为载体在各年级
开展，使劳动课程得以拓展
与丰富。

“劳动+智能”，未来进
入人工智能时代，学会创造
性劳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
环。因此，人民小学很早就
开展了《智慧木工》社团课
程，成为最受学生追捧的课
程之一。它不是以培养木
匠为目的，而是致力学生动
手能力、创新能力的锻炼，
学会使用简单工具解决问

题，让学生真正崇尚劳动，
提升审美能力。

“劳动+社会化服务”，
劳动教育需要家庭、学校、
社会的合力，学校从增强孩
子家庭中的自我服务能力
开始，构建自我服务、家庭
服务、社会服务有效协作的
新尝试。

学校编写的《家庭劳动
教育指导手册》既是家校社
共育的工具，也是量化评价
的指南。

手册按照1—6年级孩
子的身心发展特点，围绕学
生衣、食、住、行等，罗列出

“家庭的事情帮着做”“当好
社会小公民”“形象有学问”

“吃饭有讲究”“社会我关
心”等类别，梳理各年级学
生需做到的“十二件小事”
任务清单，并对学生和家长
提出了实施意见和建议。

比如，低段学生以自我
服务为主，适当兼顾班务劳
动。内容包括学会择菜，收
拾碗筷，学会整理穿着等。
中高段学生则从自我服务、
班务劳动，延展到学校公益
劳动。比如，要求会洗衣
物，会收纳房间物品，为家
人做早餐等。确保一学年
至少掌握2项生活技能。

“任务指南让家长在家
庭劳动教育中做到心中有
数，推动了‘劳动+社会化
服务’实施的最后一公里。”
学校负责人认为。

“劳动+”丰富教育内涵
打造“劳动最美”教育生态

“妈妈，今天的碗我来
洗。”“爸爸，快帮我把劳动
成果拍照上传”……三年级
三班仪骏羲的家长，最近心
里可是乐开了花，自从手机
上安装了学校研发的“劳动
萌主”微信小程序，孩子每
周都惦记着自己闯关升级
的劳动任务，对家务劳动的
热情从未像现在这样高。

“以前的家务劳动总需
要爸爸妈妈适当地提醒催
促，现在可好了，天天追着
问我们还有哪些劳动任务
没完成。”仪骏羲的妈妈笑
着说。

什么样的“小程序”这
样有魔力？

原来，这个“劳动萌主”
的微信小程序，利用孩子们
普遍喜欢游戏的心理，巧妙
地将劳动教育的内容，劳动
习惯的培养，结合游戏闯关
的方式把孩子们卷入进
来。不同年级有不同劳动
任务，学生在完成相关劳动
实践任务后，获得精灵徽
章，解锁某项技能，达到规
定数量可逐次升级为“石器
萌主”“青铜萌主”“铁器萌
主”，最后还可挑战最高任
务——“黄金萌主”。

小程序的任务会不会
增加学生负担？

事实上，小程序发布的
任务是在一学期内完成，并
且每项任务下有相关子任
务，学生可以自主选择，避

免学生将劳动视作负担。
学校负责人介绍，小程序融
合实时传输、记录过程、动
态分享、劳动榜样、家长反
馈功能为一身，家长、老师
使用都很方便。

一年级七班向诗雨妈
妈说：“小程序把孩子们日
常生活中的各种劳动，细化
成了各种有创意的小任务，
在指导孩子们成长的同时，
也让家长清楚明白怎么配
合学校进行劳动教育。”

至于老师，由于积分记
录、徽章推送是由小程序自
动统计，大大减轻了老师的
工作量。

谈到这款“劳动盟主”
游戏时，六年级田子鑫和张
小合都会特别自豪，因为小
程序里面的“萌主”和“精
灵”徽章是他们两人的杰
作。

学校在设计这款小程
序时，特意站在儿童立场进
行开发，手机端的界面、闯
关升级任务等，强调充满童
趣，要对学生有吸引力。包
括页面、徽章的设计也向全
校师生征集，最后选出两位
同学的作品。田子鑫和张
小合也因此光荣地获得校
长颁发的“劳动创造奖”。

“尊重儿童天性，让孩
子们在劳动中也能享受快
乐体验的过程，这样的劳动
教育才会有持续发展的生
命力。”学校负责人如是说。

做家务变身玩游戏
劳动从“逼我做”到“抢着做”

去年底，人民小学师生
参加了梁平实验小学组织
的一次劳动教育活动，受益
匪浅。

在学校拓印室，同学们
体验了拓印技艺——用墨
刷蘸点墨，在印盘上面快速
刷，使凹进去的墨均匀地铺
在其它地方；再用羊皮纸覆
盖在墨盘上，用棕枕（当地
用棕树的皮做的枕头）在上
面从内向外慢慢挤压，来回
数次，直至背面都能看清画
的样子才大功告成。在老
师的指导下，同学们拓印了
许多漂亮的作品，如门神、
杨六郎探母、和平幸福等，
每一幅都栩栩如生。同学
们表示，拓印的过程很锻炼
细心、耐心，感受到了劳动
人民的智慧。

除了拓印，摘柚子活动
也让同学们大开眼界。为
方便摘取柚子，梁平实验小
学师生们不断改进工具，在
筐上带着两把螺旋刀，无论
多高的柚子，都可以用这个
工具摘取。同学们通过亲
手操作，惊叹劳动的独特魅
力。

不仅城里的孩子走出
去，农村的孩子也走进来。
近年来，人民小学接待了不

少农村学校学生的参观访
问，体验《智慧木工》课程，
开展steam项目交流。

类似城乡双向交流的
活动，正在人民小学逐渐成
为常态。

“教育需要更多人间烟
火，而劳动教育是最好的方
式之一。”学校负责人评价
到。

利用农村学校资源，城
乡学校可以开办“春天诗
会”，孩子们将与诗人、农夫
一起，在田地里创作、朗诵
与劳作、农村有关的童谣、
诗歌；秋天“丰收运动会”，
孩子们将会挑豆子、滚南
瓜、装红薯、择蔬菜……体
验农事，认识植物，观察四
季变迁，寻找中华文化的
根。

而利用城市学校资源，
农村学生也可以参与创造
性劳动教育项目，弥补自身
短板，实现劳动教育的双
赢。

目前，人民小学正积极
着手筹备劳动教育联盟校，
充分整合城乡资源，做大做
强劳动教育，已经有200多
所城乡学校踊跃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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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孩子变身小老师
劳动大联盟打破城乡“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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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将“劳”列
入全面发展的素质要求，丰富了新时代党的教育方
针。日前，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抓实、落实劳动教育
成为当前学校教育的重大课题和政治任务。

人民小学，让孩子最美的童年在这里发生。在
70多年的办学中，一直从“育人”的高度理解与实施
劳动教育，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结合新时代、
新技术，以“劳动+课程”为核心，实施“劳动+活动”
“劳动+社会服务”以及“劳动+智能”，推动家庭、学
校、社会的劳动教育一体化建设，将劳动教育不断传
承创新并发扬光大，体现出一所名校的责任和担当。

学生制作点心

学生体验农作

学生学习打理蔬菜

学生展示自己清洗的小白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