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 月 14 日 星期四 责编:刘一博

6

聚焦
2020 年，中共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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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劳动教育，植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以劳动立德树人
理念，对推动劳动创新、建设教育强国意
义重大。

德
智

我市将优化劳动教育课程设置，在大中小学开

加强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重

设劳动教育必修课，在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增

点建设 5 个市级、
16 个区级劳动教育

设选修课，
在各学科中有机渗透劳动教育，
开发劳动

基 地 和 50 个 行 业 劳 动 实 践 教 育 基

教育地方课程，鼓励开发劳动教育校本课程。落实

地；拓展校内劳动教育实践场所，
每所

劳动教育课时，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 1 课

中小学校至少建设 1 间劳动实践教

时，职业院校劳动专题教育不少于 16 学时，普通高

室，每所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至

等学校本科阶段劳动教育不少于 32 学时。

少建设 1 个校内劳动教育工坊。

体

在我市，劳动教育有着传统优势、资
源优势和课程优势，但在开展过程中也存
在着一定的问题。近日，我市印发《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若
干措施》。该文件的出台，对我市劳动教
育的开展有何意义？未来，全市大中小学
劳动教育又该如何开展？

美

劳 动 课 学什么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摄影 谷岳

不久前，市教育两委对全
市劳动教育总体状况进行了
一次调研 ——

开足开齐课程
活动形式多样
调研结果显示，我市义务教育阶段的
中小学、高中以及中等职业学校，100%根
据国家课程要求，开设了劳动教育相关课
程。各级各类学校均充分重视劳动教育
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将劳动教育
纳入学生课表，并在其他学科的教学中也
渗透劳动教育。
调研结果显示，天津市中小学及中职
学校的劳动教育课程主要由三大类构成，
一是国家课程，含劳动与技术课程、通用
技术课程和实习实训课程；二是区本课
程，指各区结合本区实际与学校的需求研
发的劳动实践类课程，主要涉及小学、初
中、高中；三是校本课程，指各校根据本校
的实际与特色，自主开发或设立的劳动课
程。其中，劳动与技术课程主要在义务教
育阶段的中小学校开设，通用技术课程主
要在高中开设，实习实训课程主要在中职
学校开设，其他类型的劳动教育课程在中
小学、高中以及中职学校均有开设。
同时，我市学校普遍在校内教育活动
中形式多样地进行着劳动教育；我市中小
学校外劳动教育活动主要是通过进社区、
村镇、企业，建立劳动教育基地，或设立劳
动教育岗、服务点，
或在专门的劳动教育机
构、劳技中心进行；各中小学包括中职学
校，都组织学生参与家务劳动，
教育引导学
生帮助家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和平区
劳技中心针对
中小学生开设
丰富的劳动实
践课

建议

基于这次调研，对于如何全面加强我市新时代劳动教
育，调研组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一是继续强化劳动教育相关课程，加强劳动教育课程
体系建设。
围绕进一步突出和加强劳动教育的中心目的，依靠教
育科研机构专家引领，统筹劳动教育与其他
“四育”
、统筹综
合实践活动各项内容、统筹劳动实践与学科教学、统筹校内
校外劳动实践，加强基础教育各学段、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
劳动教育的衔接，构建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
性的天津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各区差距大
师资不均衡
此次调研显示，近年来，我市开展劳
动教育效果明显，部分区和学校的劳动教
育已成为特色。但在劳动教育的开展过
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从全市范围看，不同区在设施设备、师
资建设、经费投入等方面差距明显，
主城区
劳动教育发展普遍强于远郊区。各区之间
经费投入差距较大。各区内部投入存在不
均衡，有些区域尽管投入的经费总额大，但
是较大比重仅投入到少数学校中，多数学
校仍存在劳动教育经费短缺问题。劳动教
育校际之间差异更大，有的学校特色明显，
但有的学校却投入不足。
此外，劳动教育师资主要集中在劳技
中心和一些劳动教育特色学校，有的学校
专职劳动教育师资配备不足。劳动教育师
资力量薄弱甚至匮乏，缺乏专门培训，
已成
为我市开展劳动教育的主要困难之一。
“调研中我们也发现，
我市劳动教育实
践基地尚不能充分满足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需要。其中，有的区劳动教育资源丰富
且颇具特色，并同时在各校建设小型劳动
实践基地，实现了实践基地网络化；
而有的
区劳动教育基地能够提供给各校的课时、
场所和课程类型则较为有限；也有的区实
践基地与学校互动较少，且专业的劳动教
育教师配备不足。
”
教育部劳动教育指导专
委会委员、调研主持人、市教科院基础教育
研究所所长马开剑表示。

逐步构建专兼职相结合教师队伍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

近日，
我市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若干措施》，
将通过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劳动教育体系、
加
强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
加强劳动教育实践资源建设、
构建
校内外劳动教育协调实施机制、
加强劳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建立完善劳动教育评价制度、
完善劳动教育保障机制七个方
面21条举措，
积极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在市教委相关负责人看来，此次制定的《关于全面加强
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若干措施》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
是把劳动教育摆到一个“新高度”，将其纳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
推进德智体美劳
“五育并举”
。二是统筹规划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
形成纵向梯度递进、
横向协同育人的劳动教育
“新格
局”
。三是鼓励各区、
各学校共建共享劳动教育场所和资源，
建立劳动教育实践资源共享
“新机制”
。四是树立劳动教育
评价
“新导向”
，在学生劳动素养监测评价、学校劳动教育质
量评估等方面拿出实招，
促进劳动教育的深入开展。
根据要求，我市将优化劳动教育课程设置，在大中小学
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在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增设选
修课，在各学科中有机渗透劳动教育，
开发劳动教育地方课
程，鼓励开发劳动教育校本课程。落实劳动教育课时，中
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 1 课时，职业院校劳动专题教
育不少于 16 学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阶段劳动教育不少于

对策

二是加大经费投入，提高劳动教育资源建设水平。
进一步加大劳动教育经费投入，
继续加强区劳动教育实践
基地建设或区劳技中心类似机构建设，
继续加强中职学校实习
实训室建设，具备条件的中小学，
要建设一个校内劳动技术实
践教室或校内劳动实践基地，
提高劳动教育装备资源水平。具
备条件的农村地区，可适当划拨一定的农田供学生劳动实践。
加强劳动教育师资建设，
确保各区至少有 1 位劳动教育专职教
研员，各校至少有 1 位专职劳动教育教师，鼓励学校聘请劳动
经验丰富、有技术专长的社会、社区或农村人士担任劳动教育
兼职教师，
逐步构建专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教师队伍。

21 条举措针对
“不足”
提出具体对策

32 学时。
加强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重点建设 5 个市级、16
个区级劳动教育基地和 50 个行业劳动实践教育基地；拓展
校内劳动教育实践场所，每所中小学校至少建设 1 间劳动
实践教室，每所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至少建设 1 个校
内劳动教育工坊。
发挥学校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明确实施机构和
人员，开足开齐劳动教育课程；
开展丰富多彩的劳动教育主
题活动，举办学生劳动技能和劳动成果展示及劳动竞赛活
动；
分学段编制家庭劳动指导手册，
为家庭劳动教育提供指
南。发挥家庭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树立崇尚劳动的
良好家风，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爱劳动的好习惯。
发挥社会在劳动教育中的支持作用，为学生提供劳动实践
机会，丰富学生劳动体验。
此外，
还将加强劳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采取多种措施，
建立专兼职结合的劳动教育师资队伍，
补充配齐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必修课教师。加强劳动教育教师培养培训，
配备劳动

教育教研员，
建立劳动教育教研组、
教研室，
将劳动教育纳入教
师全员培训内容，
对劳动教育教师进行专项培训，支持天津师
范大学等高等学校开设劳动教育相关专业，
培养具备专业素质
的劳动教育教师。建立劳动教育教师考核制度，
健全劳动教育
教师工作考核体系，
合理确定劳动教师工作量，提高劳动教育
教师地位待遇。
健全学生劳动素养监测评价制度，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建立劳动教育信息化评价系统，充分发挥
评价的育人导向和反馈改进功能。开展劳动教育质量评估，
将劳动素养监测纳入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职业院校教学质量
评估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评估内容，对各级政府和
有关部门保障劳动教育情况进行督导。
“可以说，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若
干措施》针对我市劳动育人作用发挥不充分、劳动教育课程落
实不到位、劳动教育师资力量不足、劳动教育资源不足、劳动
教育评价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逐项提出了具体对策。”市教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天津大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内容及要求
小学低年级：以个人生活起居为主要内
容，开展劳动教育，
注重培养劳动意识和劳动
安全意识，使学生懂得人人都要劳动，感知劳
动乐趣，爱惜劳动成果。指导学生：
完成个人
物品整理、
清洗，
进行简单的家庭清扫和垃圾
分类等，树立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的意识，提
高生活自理能力；参与适当的班级集体劳动，
主动维护教室内外环境卫生等，培养集体荣
誉感；进行简单手工制作, 照顾身边的动植
物，关爱生命，
热爱自然。
小学中高年级：以校园劳动和家庭劳动
为主要内容开展劳动教育，体会劳动光荣，尊
重普通劳动者，初步养成热爱劳动、
热爱生活
的态度。指导学生：参与家居清洁、收纳整
理，制作简单的家常餐等，每年学会 2 项生活
技能，增强生活自理能力和勤俭节约意识，培

养家庭责任感；参加校园卫生保洁、
垃圾分类
处理、绿化美化等，适当参加社区环保、公共
卫生等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增强公共服务
意识；初步体验种植、养殖、手工制作等简单
的生产劳动，初步学会与他人合作劳动，懂得
生活用品、
食物来之不易，
珍惜劳动成果。
初中年级：
兼顾家政学习、
校内外生产劳
动、
服务性劳动，
安排劳动教育内容，
开展职业
启蒙教育，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养成认真
负责、
吃苦耐劳的劳动品质和安全意识，增强
公共服务意识和担当精神。指导学生：
承担一
定的家庭日常清洁、
烹饪、
家居美化等劳动，
进
一步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和习惯，
增强家庭责任
意识；定期开展校园包干区域保洁和美化，以
及助残、
敬老、
扶弱等服务性劳动，
初步形成对
学校、
社区负责任的态度和社会公德意识；适

当体验包括金工、
木工、
电工、
陶艺、
布艺等项目
在内的劳动及传统工艺制作过程，
尝试家用器
具、
家具、
电器的简单修理，
参与种植、
养殖等生
产活动，
学习相关技术，
获得初步的职业体验，
形成初步的生涯规划意识。
高中年级：
注重围绕丰富职业体验，开展
生活劳动、
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理解劳动
创造价值，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具有劳动自
立意识和主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情怀。
指导学生：
持续开展日常生活劳动，增强生活
自理能力，固化良好劳动习惯；选择服务性岗
位，经历真实的岗位工作过程，
获得真切的职
业体验，培养职业兴趣；积极参加大型赛事、
社区建设、环境保护等公益活动、志愿服务，
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统筹劳动教
育与通用技术课程相关内容，从工业、农业、

现代服务业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项目
中，自主选择 1 至 2 项生产劳动，经历完整的实
践过程，提高创意物化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精
益求精的品质，增强生涯规划的意识和能力。
职业院校：
重点结合专业特点，提高学生职
业劳动技能水平，
增强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
培育
积极向上的劳动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劳动态度。
（一）持续开展日常生活劳动，自我管理生
活，提高劳动自立自强的意识和能力。
（二）定期开展校内校外公益服务劳动，做
好校园环境秩序维护，运用专业技能为社会、
为
他人提供相关公益服务，培育社会公德，强化爱
国爱民的情怀。
（三）依托实习实训，参与真实的生产劳动
和服务性劳动，增强职业认同感，培育不断探
索、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 神和爱岗敬

业的劳动态度。
高等院校：普通高等学校的劳动教育要强
化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突出创新创业能力
的拓展、
公共服务意识的强化，结合学科专业开
展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体验劳动创造价值
的过程，积累职业经验，提升职业技能，培育创
造性劳动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合法劳动意识，培
养勤俭、
奋斗、
创新、
奉献的劳动精神，形成正确
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精神面貌。
（一）以人才培养方案为遵循，形成劳动教
育系列课程。
（二）以专业实践活动为核心，完善实践教
学体系。
（三）把创新创业教育与劳动教育深度融
合，积极开展科研训练、
实习实训、
专业服务、
社
会实践和勤工助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