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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
、
“生理力劳动”相对,体力劳动是劳动者以运动系统为主要运动
器官的劳动。高校是培养接班人和建设者的主阵地,能否把体力劳动教育开展好,关系着大学生的劳动精
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受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影响,部分大学生不热爱劳动、不
尊重劳动、不会劳动甚至歧视体力劳动现象。笔者以问题为导向,通过网络调查,从劳动价值观、劳动教
育本质、劳动教育体系和家校共育示范等方面综合分析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高校改进和加强大
学生体力劳动教育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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