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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道：“劳动，是

人生的第一堂课。只有劳动才能使人在生活

中强大。”对于身心正处于发展阶段的青少年

来说，劳动不仅能增强体质、提高实践能力，

也能激发奋斗精神、培养团队协作意识。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对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和全面的部署，让全社

会进一步认识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

《意见》一出，我省教育厅迅速发文，引导

大中小学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相关教育，

着重培养青少年的劳动情感、劳动技能和奋

斗精神，使得他们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脚下

有劲、眼中有光、心里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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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劳动，是人类世界最重要的
活动之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吃饭穿衣，均是通过劳动来获得。

为了让青少年能茁壮健康成长，很多学校让劳动走进校园，走
进课堂，使劳动教育成为校园教育的一道美丽的风景。

炽热的阳光，让夏天的味道渐渐浓郁。正值中原大地农忙麦收
时节，5月 26日，郑州市金水区纬三路小学一群“小农夫”也在老师
的带领下体验农耕活动。

走进校门，右手边是一块用木栅栏圈起来的一百平方米左右的
种植园。放眼望去，一垄垄金黄的小麦、绿莹莹的青菜、破土萌芽的
豆苗等长势喜人，盆栽的薄荷、辣椒等作物也精神抖擞。

一群孩子站在麦地边，望着金灿灿的麦穗，激动不已。指导老
师先让孩子们触摸扎手的麦芒，仔细观察饱满的麦穗，然后捏捏金
黄的麦秆，最后再挥动镰刀。三年级的陈梓墨和另外两位同学组成
一组，他负责割麦，其他两位同学负责捆扎和搬运。

另一个小组是低年级的同学，在指导老师张丽红的带领下来到
旁边的蒜地，拿着小铲子开始挖蒜。二年级四班的庞雅琪和杨子涵
被分到一组，俩人齐心合力，成功收获了成熟的大蒜。

阳光下，唰唰的镰刀与脚步“合奏”出交响乐，整整齐齐的麦秆
瞬间倒地，规规矩矩地卧在麦茬上。蒜地里，“小农夫”们用力地刨
地，挥汗如雨，体验着丰收的喜悦。

这片“小农场”是去年才开辟的。校长王小蔷认为，校园里能有
一方“小农场”，对于孩子们来说意义非凡。“小学生活是人们人生
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让孩子们在这个阶段经常体验劳
动的乐趣，培养良好的习惯和坚强的意志，相信未来的路他们会走
得更远、更好。”

在河南省实验小学的操场旁有一块校内劳动基地——“经纬农
场”。5月中旬开学后，师生一起种下农作物，轮流给小种子浇水，一
同期待秋天的丰收。参与农耕的一年级学生程诗璿说：“我学习了松
土、撒种、浇水，感觉当农夫并不容易。以后，我再也不浪费粮食了。”

虽然校园里的“小农场”的面积并不大，但在这片小小的土地
上，有着孩子们辛勤耕耘的影子。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农作物在自
己照料下的茁壮成长，体验到了种植的乐趣以及劳动的快乐，也使
他们懂得了农夫的辛勤，更懂得了食物的来之不易。

王小蔷说，让劳动教育自然发生，把自然融入劳动教育。这，才
是孩子们最好的课堂。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现在很多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许多家
长也认为“只要认真学习，别的不用管”，致使许多青少年能在网上
畅通无阻，却在现实生活中缺乏自理能力，出现一些身体和心理上
的问题。

岳丽萍是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女儿去年以优异的成绩考
上了初中，小女儿的成绩在年级也是数得着的，两个孩子就是大家
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对此，岳丽萍甚是欣喜。

今年疫情期间，两个孩子除了在家上网课，也要完成学校布置
的家庭劳动作业。然而，整个假期的家庭劳动作业，两个孩子的表
现和学习成绩截然相反。

“在大女儿不会洗袜子、小女儿不会扫地那一刻，我心里五味
杂陈。”岳丽萍难过地说，她对自己以往的教育方式要好好反思。

“我不想我的孩子长大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走上社会以及工
作岗位不能适应。”

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兴》写道：“昼出耘田夜绩麻，村
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释义为，人们
白天在田里锄草，夜晚在家中搓细麻，农家的儿女都会劳作持家；
小孩子虽不会耕田织布，也要在桑树阴下学着种瓜。

当然，开展劳动教育课，并不是一味地让孩子吃苦，而是让他
们在课本知识畅游的时候，与实践劳动相结合，从劳动中体验生活
的不易和乐趣，培育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在“知行合一”中有
持续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

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相对于小学、初中学生，高中生会
“以自己的劳动满足社会组织或他人的需要”，能做到在劳动的过
程中“获得自身发展，促进相关知识技能的学习，提升实践能力”，
促使自己成为一个履职尽责、敢于担当的人。

就读于河南省实验文博学校的高三学生丞丞，除了平日里学
校的劳动时间活动，也会利用假期和同学或者家人一起去小区、社
区“找活干”。电话里，她对记者说：“我们的学业比较忙，在休息时
间很多人会选择睡觉、游玩，我会选择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一方
面，劳动过程中能锻炼身体，另一方面，在申请一些国外学校的时
候，会给自己加分。”

劳动教育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
的综合育人价值。省实验小学一年级年级长张文捷认为，家庭教
育与课堂教育一样重要，我们在课堂或家里给孩子讲“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再带着孩子们去插
一次秧、种一次豆、收一次麦，获得的教育效果将更好。“家校齐努
力，通过劳动让孩子们有勇气面对困难，有穿越风雨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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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新雅来说，去年学校组织去原阳水牛稻基地插秧、收稻、
脱籽等劳动实践活动让她非常难忘。

“五月份，我们班在老师的带领下去插秧，本来九月份底要去收
稻，但是经常下雨，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一直等到了十月初才去。”
马新雅说，插秧的时候，我们很害怕水蛭，并且一直弯着腰，很多同学
都中途休息，然后再继续。十月份去收稻的时候，想象劳动成果要丰
收，最初喜悦占上风，但是随着收割、捆扎、装车，然后运到指定地点
脱粒时，大家都觉得很累，有的同学衣服湿了一大片，头发像水洗过
一样。“那次深刻体会到‘粒粒皆辛苦’了，回来后，我们班里的同学都
改变了很多。”

马新雅口中的原阳水牛稻基地距离郑州一个小时车程，是一家
农耕体验示范基地。走进基地，秋千、跷跷板、稻草人、河鲜、湖光天
色……勾勒出一幅田园水乡图。整齐的水田里，是刚插的稻苗，时不
时会看到鱼儿游来游去。郑州市、新乡市的一些中小学会把这里作为
劳动实践基地，将“课堂”搬进田里，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

位于新郑市神州路的河南省学前教育食育实践基地里，除了核
桃园、葡萄园、果树园，还有种植区、养殖基地，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参
与种植、喂养等农耕活动。基地工作人员介绍，孩子们在这里认识蔬
菜、粮食作物，知道食物的来源，在天地“大课堂”中获得丰富的体验。

除了这些专门建成的劳动基地，还有一些生态园区也开始以“田
间劳动”为着眼点，吸引城区人群前去体验农耕生活。

五月底的一个周末，几个家庭结伴带孩子来到位于登封的井湾
农场。他们此行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带着孩子将一块荒地整理成
一垄一垄，种上花生。

孩子们每人领了一个装着花生种子
的小碗，爸爸在前面用小铲子挖坑，孩子
将种子丢进坑里，再用脚将旁边的土推进
去踩实。妈妈则拎着装满水的塑料桶紧
跟其后浇水。

参加活动的田女士说，这让她想起了
小时候在家帮父母干农活的场景，只是她
的儿子出生在城市，每天生活的地方都是
柏油路，与土地相关的劳动一直处于缺失
的状态。此行，不但让孩子认识了食物的
种子，而且也体验了当农夫的不易。

劳动最光荣，实践促成长。让孩子们
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取劳动的果实，在劳
动中感受收获的喜悦。同时，通过收获这
一劳动实践，给孩子不同于书本上的体
验，让孩子在自然中观察和学习，体验其
中的美妙。

劳动教育曾是我国学校教育的传统课程，是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一环。现在很多的“70后”“80后”都上过劳动
课，每周1—2节，在学科的设置中，它的地位曾高过音乐、体育、美
术。

一些人或许已经记不起劳动课本上的内容了，但是劳动课上
参加的“劳动”却记忆犹新。每到劳动课，或打扫教室，或校园除
杂草，或去校外找一块果园给树浇水。那时，不论城市还是农村，
孩子们都由老师带领，参加各种形式的劳动，内容丰富。

不知何时起，劳动课被“老师有事，改上自习课”代替，在家里
父母一句“好好学习就行了”，把孩子与家庭劳动隔离。久而久
之，劳动教育成了最被忽视的教育。很多孩子延续着“教育至上”
的应试教育模式，“德智体美劳”中的“劳动”被“隐身”了，家庭里
逐渐多了“小公主”“熊孩子”。究其原因，是劳动教育的缺位，使
得孩子没有机会了解、体验生活中的“苦辣咸”。

然而，不论什么年代，基本的劳动能力是一个人生存立足社
会的基本素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要把培养孩子的劳动能力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让热爱劳动成为一种品质，一种习惯。
人世间的很多美好梦想，都是通过诚实劳动实现的；我们生活、工
作中的各种难题，也是通过诚实劳动迎刃而解。

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
大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

郑州师范学院教务处处长徐明成，从三月开始，一直在忙着
劳动教育课程的事宜。从接到《意见》以及省教育厅的文件后，学
校立刻组成工作小组，编写劳动教育教材，把劳动课纳入人才培
养方案，建立考评机制，计入学分。

“高校肩负着培育时代新人的职责使命，是青年大学生劳动
教育的重要阵地。师范院校是培育青年教师的摇篮，他们将劳动
中培养的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优良品德，可以用‘授人以渔’的
方式，传递给更多的孩子。”徐明成说，所以，在编写教材的时候，
不但要思想方针正确，还要形式多样、精彩，才能起到良好的教育
效果。

省内还有许多高校，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郑州科
技学院通过建立劳动教育基地和实践基地，培养学生的服务意识
和社会参与意识；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
养方案和校园文化建设；郑州商学院每年投入300余万元专项经
费，确保劳动教育落地生根；安阳师范学院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校
园卫生保洁和学校日常管理工作……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认为，劳动教

育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育人的功能。
国内外大量的调查研究都证明，童年养成劳
动习惯，长大后更可能具有责任心，也更容
易适应家庭生活和职场工作的需要。

刘素娟是周口一所中学的老师，去年成
为七年级的班主任。开学不久，她就发现很
多学生自理能力较差。于是，她就想到了劳
动技能培训，每周一项劳动技能，从扫地擦
桌子开始，第二周教使用铁锹，第三周教洗
衣服……家长会上，很多家长反映，孩子改
变了很多，不但性格积极向上，亲子关系也
大有改善。

“我们不能一味地让孩子在‘纸上’成
长，所以，劳动教育不但非常有必要，而且也
能让更多的孩子从劳动中感受到自己可以
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刘素娟说，家庭教
育、学校教育可以通过劳动的形式相结合，
真正达到“知行合一”。2

今年疫情，刚上一年级的女儿有了一个“加长

版”的假期，老师在微信群里布置了家庭劳动作

业，让孩子在家要学会扫地、浇花、整理床铺、垃圾

分类等一些基本技能。看着她从笨拙慢慢开始熟

练，让我意识到，是家长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给

孩子。

每个人的出生，都是一张白纸，童年能画出怎

么样的精彩，需要家庭和学校携手教育。

在《意见》出台后，我认真读了又读，觉得这是

一个很好的选题。随即汇报，即刻通过。

后来，我在采访中联系了几所学校和几个劳动

教育基地，师生和从业者的话，不但获得了很多采访

资料，更让我受益匪浅。

5 月 26 日中午，我接到纬三路小学德育处的

通知，下午孩子们在校园里举行“麦·香——麦粒

满仓”以及最美蒜瓣瓣的主题实践活动。最初，我

以为是老师们从别处弄一些麦子、大蒜，让孩子们

在操场上捆扎、晾晒、剥皮儿，毕竟这是市区。谁

知，一进校门就被右手边景观树后的欢声笑语吸

引。拐过去一看，竟然是一片“小农场”！高低不

同的年级学生正在几位指导老师的带领下，认真

听取技能要领。随后大家有序进行，团结协作，完

成了丰收任务。

指导老师张丽红介绍，去年她们的大蒜也丰

收了，孩子们将蒜晾好、分装，拿到社区去售卖，一

共获得了一百多元钱。又拿着这些钱，挑选了一

些书，捐赠给了孤儿院。“那次，我都被这群可爱的

孩子感动了。他们从劳动中获得喜悦、认可，获得

了解决困难的力量，同时，增强了团结互助能力，

学会感恩。”

在采访中，许多孩子叽叽喳喳围着我，给我说

“小农场”里作物的生长情况。他们有些参与种

植，有些参与浇水、除草，还有的像今天这样来收

获果实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告诉我，班里很多同

学一有空就来这里看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小白菜

开的花你见过吗？”“油菜、香菜生长的速度比别的

青菜慢一些。”直至快上课了，他们才飞快地奔向

教室。

对于处处是柏油路的城市来说，这块“小农

场”弥足珍贵。去年校园整修，这里本来设计的是

园林景观，几个设计公司都给出漂亮的设计方

案。但是，经过几次思量，校长王小蔷决定摒弃设

计稿，直接变成“小农场”，有利于低年级同学进行

校内实践活动。

王小蔷说，土地是人类与大自然联系的媒介，

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所以，让孩子们通过劳

动，认识土地、热爱土地，在出力流汗中体验劳动

的快乐，接受书本外的锻炼，培养正确的劳动价值

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

其实，纬三路小学一直比较注重培养孩子的

实践动手能力。从2017年开始，学校以“寻黄河之

美，做有根少年”为课程理念，借助黄河柳、黄河鱼、

黄河桥、黄河船、黄河米、黄河水六个在地风物，带

领孩子们多角度地探索中原的农耕文明、黄河文

化，在此过程中增强文化自信，拓展历史知识，从

而让孩子发现一个更加精彩的中原。

“只有脚踏土地，劳其筋骨，才能让孩子们不

断生出向上的力量。”王校长的这句话，让我印象

深刻。

也许，目前的劳动只是获得了一袋小麦、一把

青菜，但是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犹如一

股力量，注入到孩子们的心田，继而生根发芽开

花，最终会长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2（胡春娜）

师生一起在“经纬农场”劳动

丰收的喜悦

同学们跟随指导老师学习农作物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