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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要“坚
持立德树人,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高职院校对此积
极响应,高度重视劳动教育体系构建。基于此,首先分析高职院校劳动教育体系构建的必然性,然后再提
出可行性的构建思路。旨在为高职院校进行劳动教育提供可行性参考意见,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同时,促进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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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Idea of Labor Education 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Guanjuan Shen
Shanxi Institut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bstract] In March 2020,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pinions on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Labor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New Era",
which pointed out that "we should adhere to moral education, adhere to the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bring labor education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is 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abor edu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inevitability of labor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feasible construction ideas. The aim is to provide feasible reference opinions for labor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in vocational colleges while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aesthetics, and labor.
[Key words] new era backgroun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abor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引言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党和国家大力

在新时代的背景上,受多种因素影

倡导劳动教育,高职院校对此积极响应,

响,有部分高职院校的学生劳动情感较

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着极大的变革,

有助于贯彻与落实党的各项教育政策。

为薄弱,没有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劳

人们的价值观发生极大变化。高职教育

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劳动教育,既具有其

动能力也较为欠缺等现象。具体表现在

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

深刻的文化价值,更具有社会价值与政

他们并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学习,迟到早

负着为国家输送大量高技能、复合型人

治价值。通过开展多种类型的劳动课程,

退旷课等现象比较严重。他们在生活中

才的重任。其教学模式与教学理念,对学

为国家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

的自理能力也比较弱,不具备独立生活

生的成长与日后的职业生涯都具有重要

素质人才是高职院校开展劳动教育的目

的能力。所以高职院校积极开展劳动教

作用。因此,高职院校实施劳动教育,既

标。换言之,高职院校开展劳动教育是符

育,可以有效地在学生的生活中融入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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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更有助于我国的时代发展与时代

积极引导学生接受劳动教育并热爱参与

[1]
建设 。

劳动活动,并引导他们通过劳动能够掌

新时代的背景下,社会在不断发展,

1 劳动教育体系构建的必然性
1.1有助于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
育方针

1.2有助于培育学生劳动意识和劳
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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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苦、不怕困难,不怕脏不怕累,甘于奉

2.2构建良好的校园劳动教育氛围

可以使劳动富有创新性,使学生们乐意

献,吃苦耐劳的优秀品德 。由此可见,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意义重大,孟

参与,还能够使校园环境更加美丽,一举

高职院校开展劳动教育有助于促进学

母三迁足以证明。高职院校为确保劳动

多得。第四,丰富社团劳动实践。高职院

生劳动意识的形成,并帮助学生更好地

教育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就应该积

校可以积极鼓励学生成立相关的劳动技

发展。

极构建良好的校园劳动氛围,为学生营

能社团,并给社团中的学生提供更多的

造出随时随地都置身于劳动的环境氛围

勤工俭学的机会,积极帮助社团里的学

中,高职院校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

生与社会进行有效接轨,帮助学生到社

[2]

1.3有助于激发高职院校学生创新
创业意识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国大力提倡

利用特殊节假日开展相关活动,高职院

会中去进行兼职而获得一些报酬。为了

和积极开展各类创新活动。高职院校培

校可以着重利用植树节、五一劳动节、

确保学生的利益能够最大化,高职院校

养创新型的人才符合国家与学生发展的

国庆节等开展相关的主题劳动活动,让

应该派出优秀教师对学生进行有关法律

需要。而劳动教育就可以有效的激发出

学生既能够体会到这些节日的真正内涵,

法规和劳动技能的培训,并全方位指导

学生创新意识以及创业精神,使学生在

还可有效地培养出他们热爱劳动的精

社团与社会服务进行对接。这样才能够

学习中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促进学

神。学生通过这样的节日,能够更加热爱

让学生真正的感受到劳动的重要性,并

生的长足发展。我国也大力提倡大学生

参与劳动,从而享受到劳动带给他们的

体会出自身劳动的价值,也能够帮助学

应具有创业意识,高职院校进行劳动教

快乐。学生在劳动中也能够亲密地与自

生,懂得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一旦发生

育,也有助于学生在以后创业中具有永

然接触,从而更加热爱大自然。同时,高

劳动纠纷时,可积极进行维权。同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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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生更好地创业,获得更大的发展 。

不同类型劳动活动,让劳动真正地走进

并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宣传,为社团的顺

2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体系构建
思路

学生的生活中,让学生真正发自内心地

利开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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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依靠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

2.1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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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向学生分享出他们的劳动心得。社

如,当学生开展完实践课程以后,就应

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研究(编号：

会在学生的劳动教育中起到的是辅佐作

该按照相关的要求完成对场地的卫生

LD-20035)。

用,高职院校应积极与社会进行有效联

打扫等工作,使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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