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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对新时代劳动教
育作出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结合学生
成长实际,坚持劳动教育基本原则,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劳动美德更是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培养全面型人才培养和现代化综合型人才中不可或缺部分。本文就对目前学生劳动教育现状作研
究,分析问题,提出如何培养劳动美德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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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ting Labor and Proud of Labor -- To Cultivate Students' Labor Virtues
Xiaowei Wang
Jinhua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pinions on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New Era, which made
top-level design and comprehensive arrangements for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e will explore labor
education model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mote students to form a correct view of labor, combine the
actual growth of students,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labor education, and incorporate labor education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The virtue of labor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orality, intelligence, body, beauty and labor, and the training of all-round and modern
comprehensive talents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udent labor education,
analyzes and puts forward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cultivate labor virt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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