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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院校辅导员开展劳动教育的实践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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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高校辅导员要积极探索劳动教育的有效途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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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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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tate leaders have stressed for many times that "train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for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body, beauty, beauty and labor,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build a strong country in education". College counselors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effective ways of labor education,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labor among students, and educate
and guide students to advocate and respect labor, to let them know that labor is the most glorious, the most
noble, the greatest, and the most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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