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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澜

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高中三科统编教材投入使用及
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全覆盖工作
情况。细心的教师发现，从教材内

容来看，劳动教育的分量加重了。

比如，语文必修教材上册特设

“劳动光荣”专题单元；思想政治教

材讲述“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

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等内容；历史教材介绍隋朝工匠

李春、“铁人”王进喜……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工作大会上指出，要在学生中弘

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

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

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的道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我

省在去年出台了《加强中小学劳动

实践教育的指导意见》并迅速跟进

落地；今年 6月公布了浙江省中小

学劳动实践教育项目试点学校名

单，将试点学校细化为强化课程实

施中的劳动实践教育、开展多种形

式的校内劳动、开展力所能及的家

务劳动、拓宽校外劳动实践途径、其

他劳动实践等5类 12个方向，试点

时间为3年。

如何上好劳动教育这重要的一

课？省教育厅基教处副处长朱国清

介绍，此次设立试点学校，正是为劳

动教育的常态化铺路，校内劳动教

育的形式应该是千姿百态、因地制

宜的，希望试点学校胆子放大一点、

步子迈开一点、速度加快一点，逐渐

形成特色。

今年开学日，金华市苏孟乡中

心小学安排了一个特别的开笔仪

式。将传统开笔礼和劳动教育相结

合，为每个孩子准备了4颗小种子、

1支铅笔、1块橡皮。仪式结束后，

学校组织学生将饱含新学期梦想的

种子带回家种植，并用文字、画笔、

照片等方式记录植物成长过程。开

学送种子，寄托着学校开展劳动教

育的美好愿景。

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是生姜产

地，种植历史悠久。入围“校外劳动

实践系统化、制度化试点学校”的新

丰镇中心小学，早在2013年就开辟

了“幸福姜娃农场”，并以此为依托，

开发和设计新劳动教育课程，其中

四年级学生劳动实践教育主题是

“姜文化”。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东阳市六

石街道吴良小学的科技劳动教育已

从起初的种菜养花，演变成有目的、

有计划、有组织的劳动综合实践教

育。除了有占地 5亩的“童乐园”，

学校还组织成立了“童乐园”小农艺

集团，下设 12个分公司，每个分公

司（班级）下又分设办公室、生产部、

销售部、农艺部等4个部门，除了公

司顾问由班主任和家长担任，其他

岗位全部由学生负责。一次，学生

在收获时发现，豌豆产量仅有2.3千

克，远低于正常水平。为了找出原

因，他们来到实验室，开展研究性学

习，学校也趁此机会普及研究性小

论文的撰写规范。校长单冬冬说，

融入科技元素的劳动教育，很受学

生喜爱。

近日，龙游县第二高级中学教师

段云成在班上开展了一场大扫除劳

动岗位志愿征集会。大扫除为什么

要搞竞聘？原来，段云成发现，女生

更喜欢扫地、擦玻璃、擦课桌等一些

耗时较长的精细活；男生则相反，他

们愿意做一些粗脏累的时间较短的

活。这说明性别、个性、身高、经历、

情感态度和成长环境等因素都会影

响学生对不同劳动项目的接受度和

成就感。开展劳动教育要讲技巧，要

充分尊重学生成长规律，考虑个人意

愿。经过师生集体讨论，确定班级大

扫除劳动岗位44个，人均1岗，学生

填写志愿，自主认领、竞争上岗。确

定岗位后，班级又对每类岗位制定了

岗位标准，每周开展个人评价和集体

评价。这样一来，一套大扫除劳动竞

聘下来，不仅解决了具体的班级劳动

问题，学生的劳动技能和团队合作、

自主选择、沟通协调等多项能力也得

到了锻炼。

海盐县元通小学教师孙亦华则

在探索家校联动模式的劳动教育，

试图发挥“1+1>2”的效果。微信

“亲子阅读吧”推送劳动主题文章、

鼓励每个家庭设置家务劳动小岗

位、每周五晨会划出专门的“家务劳

动岗位活动”总结时间、组建劳动教

育主题的“家长义工”队伍、设置半

月一次的“家长义工”课程……随着

家长的加入，校内外劳动教育成了

一盘棋。

每学期开展生活技能大比拼，

是松阳县实验小学集团学校延续10

多年的传统。学校对不同年级学生

提出不同的劳动达标要求，从基础

的系红领巾、整理书包，慢慢过渡到

有难度的钉纽扣、煎荷包蛋、煮面

条、插花等，一共12项。以赛促学，

以赛促练，学生的劲头可足了。

“新时代劳动教育，最核心的价

值应该是培养人格，只要对人格发

展有积极作用，劳动教育的根本目

标就实现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檀

传宝建议，与其热衷于秀形式、炫作

品，各地各校不妨静下心来，在教育

理念、方式方法上多下功夫，进一步

学习、消化、升华，并贯彻到日常教

育教学当中。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谌 涛

自古以来，“严师出高徒”

是中国人对师生关系的朴素理

解。到今天，我也成了一名教

师，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慈相济

是我的基本准则，但教育环境

已大不一样，即便是轻微的惩

戒或者几句稍微严厉的批评，

都时常让我感到惶恐和不安。

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教师批

评学生、惩戒学生，如果家长不

理解、不支持，教师就很有可能

被处罚或被社会舆论谴责。

在我看来，好的教育，必然

是宽严相济、奖惩分明的；好的

教师，必然是管教同步、严慈同

体的。倘若教师和家长都只进

行赏识教育，习惯了赏识的孩子

最终要走向社会，但社会并不会

对他“如此温柔”。

赏 识 与 惩 戒 都 应 该 有

“度”。惩罚应该建立在尊重学

生、理解学生基础上，以不损害

受教育者的身心健康为前提，过

度的惩戒容易导致受教育者自

卑、叛逆甚至心理失衡。过度的

赏识容易使受教育者自以为是、

骄傲自满、故步自封，不利于其

抗挫折能力的形成。赏识也好，

惩戒也好，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

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不但达不到

预期的教育效果，而且会对受教

育者造成伤害。因此，不能用赏

识来否定惩戒存在和使用的必

要性，适度合理的惩戒与赏识一

样，是“师爱”的表达方式，也是

“师爱”应有之义。

今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到，教育部将修订教

师法的有关规定以保障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

让“戒尺”回到教师手中。如何让教师敢于并善

于拿起“戒尺”成为关注的焦点。

惩戒应基于“师爱”，不能失去理性。在教

师足够爱学生且学生能感受到教师的爱的情况

下，能更好发挥教育惩戒的作用。教师发自内

心地爱学生，学生应该能感受到并作出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学生会认

为教师是真心为自己好。没有这个基础，教育

惩戒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导致学生怨恨教

师。赏识与学生的心理期待相一致，容易被他

们愉悦地接受；惩戒与学生的心理期待有偏差

甚至相悖，易引发他们的反感和排斥，因此更要

注意方式方法。

惩戒应该有法，要把握好惩戒与体罚的界

限。《意见》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从法律规定上进一步明晰教师教育惩戒权的行

使，明确许可什么情况下采用、采用何种方式

等。依法进行教育惩戒，教师的合法权益也应

受到保护。关于惩戒行为的认定，教师的行为

是否属于合理惩戒，可以由与事件不相关的家

长、媒体、社会人士、教育主管部门、教师代表组

成一个判定委员会，在学生、家长、教师充分答

辩后，由判定委员会依法予以判定。

家长应基于善意理解教师的惩戒。教育是

爱的事业，但“师爱”的表达，信任是前提，家长、

学生信任教师，才能产生良性互动。如果家长

对教师的合理惩戒，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把教师

推到自己的对立面，破坏的是家校之间的信任，

最终受到伤害的只能是孩子。

“师爱”里本应有“戒尺”，教师应基于“师

爱”用好“戒尺”，家长应基于善意理解教师的惩

戒，这不仅是尊重传统和教育规律的体现，更是

对孩子的发展和未来负责的应有态度。

﹃
师
爱
﹄
里
应
该
有
﹃
戒
尺
﹄

□本报记者 林静远

这两天，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学生正
在为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的

江干区书画比赛和杭州市“西湖之春”书

法比赛忙碌着。他们将自己的作品上传

至微信群，接受专职书法教师张增润提供

的实时在线指导。

“书法艺术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古

老文明的象征，传承书法艺术是学校的责

任和使命。”该校副校长高琦介绍，从上世

纪90年代开始，学校的书法特色教育已

经走过了近30个年头，现成为全国首批

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和全国书法

教育实验学校。谈及缘何选择书法这门

艺术作为学校特色时，高琦说，练习书法

能使学生心静如水，做事专一，在习字中

学会做人，终身受益。

近年来，为了让所有学生都投入到书

法艺术中，学校每月举办书法作品展，不

同层次的学生作品均有机会入展。当前

学校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 9月底的展

览。学校每年举办的书法大赛、艺术节等

活动，采用宽松的评奖方式，鼓励学生人

人参与。面对众多爱好书法的学生渴望

进一步提升的要求，学校成立了初级、中

级、高级3个书法社团和1个篆刻社团，并

根据学生特点为他们“私人定制”。

“书法传承不能只是单纯地靠练习临

摹，还要注入一些创新的因子，才会焕发

新的生命力。”高琦说。因此，学校的艺术

节除了常规的书法比赛外，还新增设计宣

传海报环节，调动学生的热情。去年，学

校开展了以“书法中的象形文字”为主题

的海报设计活动，学生把甲骨文与美术中

的现代设计元素相结合，设计了各式各样

的海报，风格独特。学生们平时也在教师

指导下设计各类书法文创产品。

“春江潮水连海平……白云一片去悠

悠……”每天中午伴随着悠扬动听的古

筝，各班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练习硬笔书

法。学校开设书法

拓展性课程，一、二

年级学生练习铅笔

字，三、四年级以钢

笔字为主，五、六年

级以毛笔字为主，每

周一节。

练习书法，全校总动员。在采荷二小

不仅有热爱书法的学生，也有一群热爱书

法的教师。几年前，一批热爱书法的教

师，成立了风信子办公室，一起切磋技艺，

同时带动全校教师参与其中。今年暑假，

学校为教师布置了书法作业，教师们定期

在微信群上传作业并相互交流。在校园

艺术节上，他们的作品还和学生作品一起

亮相。

采荷二小：翰墨飘香校园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在庆祝第35个教师节表彰
大会上，宁波市李惠利中学的教师们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在庆祝
自己节日的同时，也祝福新中国70周年华诞。

（本报通讯员 刘胜男 摄）

9月9日，开化
县天地外国语学校
举行了以做“四有”
好教师为主题的教
师节庆祝活动。当
天，该校教师在师
德承诺墙上郑重
签名，并在国旗下
庄严宣誓。

（本报通讯员
杨 鹏 摄）

湖州市南浔实验小学开展了“迎国庆 颂师恩
我与祖国共奋进”活动。学校邀请与祖国同岁的退
休教师施柏青为青年教师讲述教书育人的故事，勉
励他们尽心尽责、甘于奉献。

（本报通讯员 沈勇强 摄）

上好劳动教育这重要一课

师生版画作品
面向社会展出

本报讯（通讯员 谢晓艳 周晓峰）
9月10日，为期两周的“成长印记——浦

江县南苑小学师生版画作品展”在该县博

物馆落幕。

本次共展出师生版画作品 300 余

件。作品取材丰富，分为“守望非遗 乡

土传情”“版画生活 爱在原味”“清廉之

花 净植我心”等7个主题，描绘了浦江

的风土人情和美好的校园生活。南苑小

学是省艺术特色学校，从2007年起开辟

版画艺术教学。该校美术教师还编写了

《南苑小学版画课程实施纲要》和《印记

版痕》校本教材，介绍版画的历史发展及

创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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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第

近日温岭市举
行 2019 年庆祝教
师节文艺晚会。全
市优秀教师汇聚一
堂，欢度节日。

（本报通讯员
朱凌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