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劳动课

（新课标）

任务群

清洁与卫生

整理与收纳

烹饪与营养

家用起居使用与维护

日常

生活

劳动

生产

劳动

服务性

劳动

农业生产劳动

传统工艺制作

工业生产劳动

新技术体验与应用

现代服务业劳动

工艺劳动与志愿服务

1~2

年级

3~4

年级

5~6

年级

7~9

年级

据了解，瑶台小学高度重视劳

动教育，是“广州市中小学劳动教

育试点学校” “广州市‘城市小菜

园’学校”，获评广州市中小学劳动

教育特色成果奖。“家校协同、以劳

育人” 是瑶台小学劳动教育的亮

点。 近年来，瑶台小学通过家校联

动，让孩子积极参与到各类劳动实

践中去，感受劳动、热爱劳动，不断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价

值观，如打造学校天台“岭南食疗

园”、学生家庭“阳台小菜园”。 固定

开展“一周一劳动”“劳动月主题活

动”“劳动周系列活动” 等活动；设

置瑶台小学“劳动实践项目清单”、

每学期评比一次“劳动小达人”或

“劳动之星”，增强学生的劳动积极

性。

据冯桂萍老师介绍，为培养学

生的劳动创造思维和动手能力，增

强孩子们的劳动意识，瑶台小学经

常性地开展一些主题劳动实践活

动， 如在 2022 年寒假期间开展了

“变废为宝，各显神通”主题劳动实

践活动。 孩子们充分合理利用生活

中的各种废旧物品， 如废旧塑料

瓶、易拉罐、纸箱、纸筒、洗衣液瓶、

一次性筷子甚至果壳等作为原材

料，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家

长的指导下制作出琳琅满目、各具

特色的工艺品，如纸皮小屋、纸筒

大象笔筒、冰墩墩收纳箱、房子储

蓄罐、分类垃圾箱、鸡蛋托风铃、纸

筒火箭、塑料花瓶、开心果壳梅花

等。 今年 3~4 月份，瑶台小学在全

校学生中开展蔬菜种植活动，分发

种子给学生带回家，鼓励孩子们打

造属于自己的城市小菜园，争当种

植小能手。 5 月，瑶台小学启动“劳

动创造幸福生活 实干开启美好未

来”主题劳动周。 活动伊始， 各班

老师通过劳动主题班会， 向孩子

们传递“劳动最光荣” 精神； 随

后以学校作为孩子劳动教育的主

阵地， 以家庭作为孩子劳动实践

的分会场， 通过家校协同， 瑶台

小学和家长携手共同指导并监督

孩子积极参与家务劳动和实践活

动， 完成周末劳动作业和主题劳

动实践； 最后， 通过班级推荐、

学校审核的方式，评选出了劳动周

活动的 54 名劳动之星， 他们将发

挥榜样示范作用，带动全校学生积

极参与劳动实践。

许女士：

给中小学生设置做家务

的劳动课肯定好，但首先得给家长上

一课———学会放手。 首先得让家长知

道怎样才是对孩子真正的好，并不是

让他们享受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是让

他们知道独立和自主才是生存之道，

所以真正爱孩子， 就要学会及早放

手，让他们去学习生活的各种技能，哪

怕过程曲折或者暂时失败都不要紧，

因为他们最终是要独自面向社会的。

过度的帮助就是害孩子，让孩子自己

动手享受劳动成果才是爱他们。

小吴：

现在跟孩子谈责任和义务，

他们也体会不到。 让他们做好自己的

事情，每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已

经很好了。劳动课的开设目的，应该是

在有贫富、教育理念的差别下，实现学

生建立经常做家务的习惯， 或者说学

习承担部分家庭责任。

五年级家长：

我觉得劳动成为一

门新课标的做法是非常好的， 劳动很

重要，因为现在孩子们的生活、学习环

境各方面提升很多， 基本上不用像以

前那样边劳动边上学， 但如果只读书

学习，那就是温室的花朵。劳动社会实

践很重要， 让孩子多多体验劳动的重

要性， 对他长大走出社会是一个很关

键的锻炼与提升。

4.

反对形式主义，家长也需要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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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别搞表面功夫，要学到实处

乐乐妈：

希望不只是做做样子，

哪怕一周只有一节课， 踏踏实实在这

节课只干好一件事情， 让每个孩子

都真正动手在做 ， 而不是做做样

子拍个照片， 搞表面功夫。 哪怕这节

课就只洗了抹布或者袜子， 学到极

致， 切实做到真正动手对孩子才是有

益处的。

6.

不要纳入考核，不能光做加法

牛妈：

劳动课非常好，我举双手赞

成，但是不要列入考核项目， 凡是课

程一旦列入考核指标， 就会变质。

我打心眼里赞同劳动课的同

时也为孩子们感到担心。 如果变成

像音体美这种被纳入考试范围的学

科， 会造成家长焦虑。 如果算学分，

又会引起一波焦虑。 什么都要学， 什

么难度都大， 最后压力最大的还是孩

子。

其实， 如果功课压力小点， 我平

常也愿意让孩子多做点家务。

7.

家长要先转变思想，不要过度帮助孩子

瑶台小学劳动教育经验：

种菜食疗、变废为宝

“劳动小达人”初长成

瑶台小学冯桂萍老师：

家长提的

这些也是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的困惑，

现在学校没有专职的劳动教师，都是

正副班主任兼任，他们本身的语文、数

学、英语等学科教学任务也很重，想要

真正地实现劳动教育不走形式的话，

还是要家校协同才可以。 学校是教育

的主阵地，家庭是劳动实施的场所。教

师传授理论知识， 孩子在家进行劳动

实践，家长在旁边进行适当的指导。此

外， 学生的劳动安全也是我们最关注

的一点。

瑶台小学冯桂萍老师：

我认为真

正的劳动教育不是单纯用考核、拍照

来进行的，劳动应在细微处，在家、在

学校、在学习之余多点让孩子动手。

劳动任务不用多， 贵在让孩子自

觉、自愿参与到劳动当中，感受到劳动

的快乐和魅力， 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劳

动。

瑶台小学冯桂萍老师：

在每个孩

子的成长过程中，学习和劳动社会实

践各占一半， 如果仅是学习文化课

程，劳动生活空白一片，对于孩子来

说也是一种困难。 过度保护孩子的家

长应该转变一下观念， 先放手让孩子

去体验劳动生活实践， 多点接触劳动

生活的机会，让他们逐渐独立、自理。

杨妈妈：

家长们害怕学校让家

长配合。 以学习烹饪为例：理想中的

家长配合，应该是父母提供菜、米、

油、盐、锅，然后在旁边指导孩子完

成，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但现实中

的家长配合， 却会变成家长不仅负

责指导，还要负责拍照、拍视频、剪

辑视频、上传打卡，忙得焦头烂额。

像劳动这样的课程， 对提高孩

子的综合素养确实有好处， 如果能

在家校配合过程中， 不要求拍照做

视频打卡， 减少点布置给家长的作

业就更好了。

@Alfred

大老虎：

劳动课本身是

有正面意义的，所以我支持开展劳动

课。 但拍照可以作假摆拍，所以我认

为不能作为评分标准之一。 只要做

出了成品， 都算做过。 拍照打卡、写

感想感言、搞宣传评比，只会把劳动

课变成形式主义， 与培养孩子自理

能力的初衷背道而驰。

匿名网友：

我觉得让小孩学会做

饭，收拾屋子，甚至学点家电维修是

非常有意义的。 做手抄报、PPT、视

频，到后来变成家长的活儿，不堪其

扰……

协和小学陈哲老师：

一方面，家

长要调整心态，把拍照、录视频当作

是记录孩子成长的一种方式， 要看

到劳动教育的长远价值。 劳动课程

的考核并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能

力的依据，家长无需焦虑。另一方面，

学校可以换方式让“拍照打卡”变有

趣，例如举办比赛、评优，增强学生的

劳动荣誉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另

外，学校也不必过分强求家长。

铁一中学在劳动

课上让同学们学习刷

鞋，现场一片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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