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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enrich their own quality and for their self-improvement. 

Carrying out labor education helps college students to practic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 new era,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college life and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sorts out its significance and existence form, 

and proves with specific cases that labor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and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and ability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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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劳动教育，是新时代全面育人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也是大学生丰富自身、完善自

我的必然选择。开展劳动教育，有助于新时代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大学生

活质量、培养创新创造的能力。本文通过厘清劳动教育的概念内涵，梳理其劳动教育的意义

和存在形式，并以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具体案例为证，说明劳动教育对塑造新时代大学生、

全面提升其素质和能力起到重要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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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教育的概念和内涵 

劳动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教育培养人的重要内容和方式。通过劳动实践，发挥教育

培养人、锻炼人、塑造人的功能和作用，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爱劳动、尊重劳动、劳动最光

荣的劳动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实现劳动育人的目的。 

1.1 劳动教育的概念和内涵 

关于劳动教育，《辞海》中解释为“使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和态度，养成劳动习

惯的教育。”
①《教育大辞典》注重劳动的实践功能和教育，尤其是劳动素养方面的教育，强调

劳动教育帮助学生培养正确的劳动观点、态度和劳动习惯，使学生获得各项知识和技能。②
 

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极为推崇劳动教育，在其致力一生的职业教育生涯中，

将劳动和劳动者放在职业教育的基础和首位，并在其《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等系

列文章中，大力推广实用主义，践行劳动教育。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也

是一种“劳动教育”。他提出，“惟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

也惟独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才能征服自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
③。陶行知主张“手和脑在一块

儿干”,将劳动教育视作一种“创造教育”。苏联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苏霍姆林斯基和

马卡连柯也对劳动教育的概念和内涵做过系统阐述。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中认

为，劳动教育“是对年轻一代参加社会生产的实际训练，……能培养人的道德品格和智力品格。”
④马卡连柯也表示，“通过劳动教育，一方面可以使学生的体力和感觉器官得到发展；另一方

面又可以使学生在道德和精神上得到完善”。⑤ 

1.2 劳动教育的当代解读 

1.2.1 劳动写入法律，成为教育应有之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强调，要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

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该文件提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明确了劳动的重要性，并将生产劳动和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教育相联系。同样，《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也都明确规定了教育

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教育。 

1.2.2 从“三爱”到“五育”，内容更更富。2013年9月，教育部发布《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在全国

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的意见》，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

爱”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中，“爱劳动”作为“三爱”教育的

重要内容，要求学生积极参加劳动体验活动。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教育大会时

指出，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国的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并

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习近平在讲话重点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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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此次大会上，习总书记把教

育目标的“四育”提升到“五育”，重提劳动教育，阐述劳动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影响重大。 

2. 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意义 

当下，大学生亟需加强劳动教育，将劳动思想深入到教育教学全过程，贯穿到人才培养

全过程，通过劳动锻炼，丰富大学生实践内容，强健大学生体魄，规范大学生行为习惯，提

升大学生自身修养，磨练大学生意志，促使大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思维方式，尊重他人、遵

纪守法，树立劳动所得的正确价值观，对大学生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有用人才，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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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劳动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劳动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开展并持续推进劳动教育，更有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念，能够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下，大学生面临着现实和网络的多重

诱惑，从娱乐造星选秀、一夜爆红暴富，到网络红人大批涌现、恶俗低俗层出不穷，来自现

实社会和网络社会的种种不良风气和乱象，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时刻准备侵蚀大学生的心灵，

扭曲其价值观念，助长好逸恶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也强调，教育要引导大学生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⑥。

在大学校园多措并举开展劳动教育，实现劳动锻炼、动手实践，注重劳动过程、创新劳动方

式、弘扬劳动精神、珍惜劳动成果，可以将勤俭朴实、团结友爱、诚实守信等价值观念输送

给大学生，帮助大学生养成高尚品德，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2 劳动教育可以帮助新时代大学生完善自我、全面发展 

新时代新形势对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学校教育不仅要关注大学生文化课程和专业知识

的学习，更要关注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需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创造人

本身，”“劳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

本原则”。⑦劳动教育可以使学生形成正确劳动观念，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培养正确的劳动

认知和情感；也可以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技术既能知识，在劳动创造的过程中体会到劳动的幸

福和满足感。早在1986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书中，就提出了

教育的四大支柱：Learning to know（学会求知）；Learning to do（学会做事）；Learning to co-

operate（学会合作）；Learning to be（学会生存与发展）。提到“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可以使

人学会做事。事实上，劳动教育的整个过程就是“四个学会”的过程中，劳动使人得到知识学

习、理念获取、情感培育、品质养成、人格塑造，外加强身健体。可见，劳动教育是当代大学

生完善自我、实现全面发展的有效选择和内在需求。 

2.3 劳动教育可以帮助提高其大学生活的质量 

新时代下，劳动和劳动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都在发生着变化，尤其在大学校园，劳动教育

更强调对大学生社交能力、实践能力、素质能力的培养，体现在通过劳动教育的方式，实现

培养人、塑造人的目的。因此，针对大学生群体开展劳动教育，包括丰富劳动教育的种类和

方式，提高劳动教育的强度和要求，并针对差异进行分类考核和管理，都是改变当代大学生

较为普遍的生活闭塞、自理能力差，沉迷游戏、作息不规律，体魄下降、身体状况频出，大

学考试得过且过、六十分万岁的“混日子”现状的解决方式之一，有助于大学生重新思考、规

划大学生涯，提高大学生活的质量，提高个人能力和素质。 

2.4 劳动教育有助于大学生“知行合一”，提高其知与行的能力 

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有助于大学生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激发其创造性和创新性。明

代哲学家王守仁先生曾提出著名的“知行合一”思想，表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不能分

离，没有先后⑧。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大学等高校时也多次引用这一理论，指示高校要明

确教育的意义和人才培养的目的。尽管两者出发点和用意不同，但都强调了作为人做到“知行

合一”的重要性。劳动教育就是一种处处体现“知行合一”思想，能够激发人的创造性、创新性

的教育方式。这对大学生而言，尤为重要。大学生一方面身处校园学习知识理论，另一方面

又通过实践实习等方式逐渐开始接触社会，更要注重“知行合一”，既要时刻做到理论知识和

实践相结合，又要通过实习实践反思理论知识的学习过程，甚至要打破原有的、固化的理论

知识，转变学习内容和方式，以更好地满足于自身和社会实际的需求，从而更好地实“知行合

一”。这也说明，大学生通过劳动教育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创新性的过程，同样也

能激发大学生提高自身创造、创新的能力。曾有学者对升达学院劳动教育进行调研发现，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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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育与大学生职业能力具有正相关性，“劳动教育对职业能力具有提升作用”
⑨。同样说明，

劳动教育不管可以提高学生素质，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行动力和执行力，使其“知行合一”。 

3. 升达学院劳动教育的实践途径 

合理、有效的劳动教育，不仅能培养出知行合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还有助于高校建设特色课程、优势发展。本文以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下简

称升达学院）坚持二十五年的劳动教育实例，说明针对大学生开展劳动教育、践行全面育人

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3.1 学校高度重视劳动教育 

3.1.1 创办人大力倡导，校领导高度重视。劳动实践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升达学院创办人

王广亚博士尤为看重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这在升达校训（勤俭朴实 自力更生）、升

达精神（爱国 爱校 宁静 好学 礼让 整洁）、升达治家格言中均有体现。升达学院的“劳动

教育”即是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学校创办之处，王广亚博士就提倡开展劳动教育。他指出，

开展劳动教育，以培养学生自立自强的能力。大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通过劳动教育，

“使他们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和善于与人合作的习惯”，从而培养应用型人才。升达劳动教育

工程，自1994年建校起即开始实施，迄今已持续开展25年，从没间断。此外，升达学院校领

导也会定期慰问劳动学生、检查劳动教育成果，在全校范围内形成尊重劳动、劳动为荣的优

良传统。 

3.1.2 劳动教育有健全的组织、机制、制度等保障。一是设置专门管理机构——劳动卫生科，

配备两名专职人员，保障劳动教育质量，督导劳动教育的实施过程。二是先后出台有《劳动

教育实施办法》《学生整洁竞赛办法》《劳动安全管理规定》等制度，规范劳动教育管理；三

是完善各项机制，量化考核劳动教育成果，主要体现在二级学院每天对各专业各班的劳动情

况进行量化评比，并定期公布，作为相关人员学期绩效考核的依据；四是大量经费投入劳动

教育，学校内设有多个劳动工具房和封闭式垃圾池，配备充足的劳动工具，安排专门人员发

收管理工具，而学校也固定每年投入经费约165万多元，用于劳动设备购置。 

3.2 升达劳动教育的实践途径 

3.2.1 列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升达学院的劳动教育是将劳动课作为课程体系，列入学校教学

计划，作为大一学生的必修课，要求每生每天劳动半小时，为期一年，通过考核者记予1学分。

实行“全员参与、每天劳动、计入学分”。在劳动时间的安排上，每生每天劳动半小时，修期一

年。 

3.2.2 加强劳动实践前的思想教育。一是针对大一新生，学校组织召开新生入学教育，引导学

生正确认识学校特色劳动教育的历史和意义，认识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班级定期召开劳

动教育主题班会，总结劳动教育实践经验，分享劳动心得和体会；三是每次劳动实践前，由

班级辅导员做劳动宣传动员和思想教育工作，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劳动教育实践；四是在开展

劳动实践过程中，由劳动小组组长全程负责安全教育和劳动指挥，并负责劳动实践考核。 

3.2.3 与日常管理相结合，注重劳动养成教育。养成良好习惯，可使人终生受益。升达学院的

劳动教育，就是日常习惯养成的一种教育实现途径。一是“一分钟环保”，是号召全体学生利

用课间时间，整理桌椅，捡拾垃圾，养成随手整理爱护环境的习惯；二是开展寝室卫生大评

比，整理寝室内务，打扫卫生，营造干净、卫生寝室居住环境；三是整洁用餐环境，用餐过

后主动将桌面残渣清理干净，自觉归还餐具，分类回收垃圾，形成良好的用餐习惯和生活习

惯。 

3.2.4 将劳动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升达学院创办人王广亚博士在谈及升达学院校训时曾指出，

“落实自力，主要靠开展劳动教育和实施勤工俭学。”
⑩升达精神中“整洁”也和劳动教育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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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从个人卫生到学校环境，都要求学生亲自动手、参与其中，通过劳动实践来达到整洁效

果。此外，升达格言中更是处处体现劳动精神和劳动要求，如“清早起，扫庭院”“穿衣服，求

整洁”“多劳动，强筋骨”等。升达学院通过随处可见的校园文化标语和学习生活中的具体要求，

熏陶学生的劳动意识，提高学生的劳动能力。 

3.2.5 基础劳动、团体劳动和工读劳动相结合。基础劳动，主要是指升达学院每天半小时的劳

动教育必修课的教育方式；团体劳动主要是指学校的各种集体劳动，如教师值日、宿舍值日

等；工读劳动是学生通过工读劳动、勤工俭学来获取报酬，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三种劳动

方式相结合，使得学校大多数学生都能参与劳动教育，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和与人合作的习

惯，也能有针对性地提高个人素质，解决个人实际问题。 

4. 大学生开展劳动教育的思考和建议 

劳动教育具有丰富的内涵，劳动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使大学生强健体魄，掌握劳动技能，

更重要的是使其真正明白劳动的潜在价值和意义，并从中培养社会责任感，实现自我价值，

最终培养合格的社会注意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开展劳动教育，创新劳动教育的形式和内

容，对当代大学生和人才培养都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 

本文结合升达学院具体做法，认为应从以下方面通力协作，做好劳动教育。 

4.1 各级组织要高度重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一是政策支持 

从政府部门，到高校，要充分且高度重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要出台政策，以奖励或减

免税额的方式，鼓励、支持高校以各种方式开展劳动教育，锻炼大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二是经费投入，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投入专项经费，用于支持大学生开展假期实践，提供机

会让大学生通过体验、实践、实习的方式，参与到劳动教育中去。 

4.2 实施课程教育，将劳动教育纳入大学生课程教学培养方针中去 

在学校内明确推行劳动实践课程，并列入教学计划中去。推动实施学校教学改革，根据

学科、专业特色，广泛征询意见和建议，制定有效的教育计划和教育目标，设置实践课、技

能课，多种途径实现“劳动教育”。尤其针对一些技能要求较高的学科、专业，如土木、化工、

数字影视、金融、会计、教育学等，要充分利用校内软硬件资源，做好课程设置改革，保障

劳动技能课的比例，确保学生的理论课程和实训课程能有机结合。 

4.3 实施劳动养成教育，将劳动教育融入大学生校园生活，贯穿到大学生的衣食住行当中去 

充分利用大学生活的丰富性，一方面学校有意识的引导和支持，另一个方面借助社团和

各类平台，融入劳动教育的元素，将劳动教育贯穿到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当中，使大学生在潜

移默化当中，在耳濡目染中，学会劳动，重视劳动，习惯劳动，进而实现劳动教育目的。 

4.4 落实各项保障，确保劳动教育顺利实施 

一是要加强组织保障，设立专门的部门和机构，高度重视并统筹管理劳动教育工作；二

是建立劳教育的整套管理系统，完善管理机制；三是对劳动教育过程和成果进行严抓严管，

明确各种考核指标和细节；四是投入大量经费，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教育。 

4.5 加强社会结构间的联动，广泛支持劳动教育 

首先，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劳动教育大讨论活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氛围；其次，家庭内部协作开展劳动教育，履行劳

动义务，积极参与家庭劳动中去；第三，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劳动教育活动，在学校增

设劳动实践课程，同时要求要善于利用思政课，认真学习、领会、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

的劳动观，树立劳动光荣、劳动伟大的思想意识，提高大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同感；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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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重视劳动教育，在日程工作生活中培养、树立劳动意识，自觉接受劳动教育，遵守劳动

纪律，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贯彻落实劳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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