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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教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和

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劳动教育的内涵必将呈现出新的特点。

在立场上，在劳动教育中充分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实质”而非“形式”的结合；在内容

上，体现一种发展的教育观，重视闲暇教育和消费教育；在功能上，强调劳动之于个体的存

在性价值，以赋予个体在劳动教育中获得自我存在的价值感和意义感，丰富其关系属性并

提升其审美人格；在实践上，培育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态度，构建一种整合、开放

性的劳动教育实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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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各类学校对劳动教

育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诸多

有益的实践经验。当前，中国社会迈入新时

代，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社会的劳动形态正在

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开

放40年带来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社会财

富空前丰富，人们的闲暇时间也日益增多。

这一切都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劳动观念和

劳动意识，使劳动教育面临新的挑战，突出表

现为劳动形态的变化、社会劳动价值观的改

变以及青少年学生劳动实践的缺乏等方面。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高劳动教育的实效性，

需要准确把握劳动教育的内涵特征。本文立

足于新的社会劳动形态和时代特点，从立场、

内容、功能、实践等层面，阐发新时期劳动教

育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

一、从形式到实质：劳动教育的新立场

立场反映的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是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持有的

基本态度。不同的立场将会深刻影响人们对

同一事物的不同判断。因此，思考新时代劳

动教育的内涵特点，需要明晰其基本立场。

而劳动教育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

们如何看待劳动与教育的关系。考察劳动教

育的立场，需要对劳动与教育的关系有一个

准确的认识。

在远古时代，教育最主要的载体是具体

的生产劳动。也就是说，生产劳动在古代既

作为维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物质前提，

也是向年轻一代展示、示范和传递劳动经验

的主要教育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与教

—— 21



育基本上是一体的。因此，早期的劳动教育

其基本立场就是立足于教育与劳动的直接同

一，其根本功能是维系个体和人类的基本生

存。阶级社会产生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统

治阶级的教育从生产中独立出来，而劳动者

的教育则仍然主要是通过生产劳动进行。在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价值观的作用

下，广大劳动人民在劳动中所接受的教育往

往被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所贬低，并被排斥在

体制化的正规教育之外。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劳动

与教育的关系。195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强调将“教

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我国教育方

针的重要组成内容。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在

提升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以及增强学校教育的

实践性、提高学生的生产劳动技能、促进社会

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教育和社会效

益。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社会主

义教育性质使然。实际上，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的前提是二者的分离。教育与生产劳

动有两次分离。第一次分离是统治者的教育

从生产劳动中和从劳动者教育中的分离，由

此产生了古代学校教育；而第二次分离则是

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促成的

劳动者的教育从生产劳动中的分离。［1］第二

次分离造就了现代教育的产生。因此，马克

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质是

“现代教育和现代生产劳动这两个独立过程

以现代科学为结合点的这种相互联系和相互

依存状态。”［2］也就是说，现代教育与现代生

产是两个独立的过程，二者共同产生于社会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此，不能简单用一个

取代另一个。用劳动来代替教育，将教育完

全融入劳动之中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另外，

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点是现代科学，因此，

不能够用体力劳动来取代脑力劳动，不能只

讲劳动技术而不讲相关原理。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会更

加突出，以智力劳动为核心的劳动形态对于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意义重大。因此，我们需

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这一命题的实质有更为完整和科学的认识。

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在“形式”的立场上实现

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相结合，即将教育完全

融入生产劳动当中；现在，则需要我们更多地

在“实质”的立场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

合，即在将教育和生产劳动作为两个独立系

统的基础上，通过现代科学将二者结合在一

起，共同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当前，劳动教育在学校中被弱化，在家庭

中被软化，在社会中被淡化，中小学生劳动机

会减少、劳动意识缺乏，出现了一些学生轻视

劳动、不会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的现象。［3］

针对这些问题，学校必须加强劳动教育。解

决这一问题要深刻理解新时代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的实质，科学规划、专业设计，在劳

动教育中，既要重视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的

学习，也要注重对学生劳动态度、劳动观念的

培养，二者不可偏废。

二、生产与消费相统一：劳动教育的新内容

从教育与生产劳动“实质”结合的立场

去审视劳动教育，必然会带来劳动教育内容

上的根本性变革。可以说，立场的转变首先

就体现在内容的革新之上。

在过去，劳动教育承担着重要的生产者

培训工作，因而其内容基本上是生产性和技

术性的，注重的是具体的劳动技能的训练和

培养。比如，1957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增设

农业基础知识课的通知》，同年6月，教育部

颁布《关于1957—1958学年度中学教学年级

增设农业常识和农业常识教学要点的通知》，

要求在中学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在农村小

学增设农业常识课。由此可见，当时的劳动

教育在内容上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的生产知

识上。改革开放后，1982年教育部颁布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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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普通中学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的试行意

见》，要求学校培养学生手脑并用的能力，《劳

动技术教育》成为学校正式课程。虽然劳动

教育作为正式的课程进入学校教育系统，但

是，正如这门课程的名称所规定的，劳动技术

的学习仍然是其主要内容，只是《劳动技术教

育》的课程内容扩展到了包含制造业等在内

的相关知识。技术性、生产性劳动依然是劳

动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应该说，这样一种

劳动教育内容的设定，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

际，也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但

是，这种技术性、生产性的劳动教育内容，在

新的时代背景下遭遇了多方面的挑战。

首先，劳动形态的持续全面变革势必要

求学校劳动教育树立一种发展的内容观。当

前，诸如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兴劳动的不

断涌现，正日益挑战着过去主要基于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所建构的劳动形态格局。在这

种情况下，劳动就其形态而言，呈现出多样化

的叠加形态，生产与技术、知识与价值、信息

与文化、时间与空间等劳动要件的耦合比任

何时代都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因此，新时代

的劳动教育在内容上必须主动扩容以涵盖变

化发展了的劳动现实。而劳动形态的变化不

仅表现在量的激增，更表现在其更新速度的

加快。新劳动形态的不断产生与旧劳动形态

的不断消亡，将是这个时代劳动场域的基本

特征。学校的劳动教育如果不正视这一点，

必将落伍于时代。因此，新时代的劳动教育

在内容上必须秉持一种发展的内容观。一方

面，重视社会劳动形态的变化，及时调整和更

新相应的教育内容；另一方面，重在劳动基本

态度和基本能力的培育而不是具体生产技术

的教授，使学生能以健全的心态在飞速发展

的劳动形态中“以不变应万变”。

其次，劳动与消费一体两面的关系要求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必须重视消费教育。在新

的历史时期，劳动教育的内容不能仅局限在

作为生产的劳动，更要关注作为消费的劳

动。当前，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生产领域存在

着明显的结构性产能过剩的情况，如何促进

内需是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时代

课题。“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

是消费行为”。［4］因此，生产与消费本就是一

个完整劳动链条得以有效运转的基本要素。

在很大程度上，消费是人类再生产的必要条

件。不能正确认识消费，就很难认识到生产

的价值和意义。当前，青少年学生普遍存在

的符号消费、过度消费、攀比消费等现象，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劳动教育在内容上的缺

位。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消费的本质及内涵，

培养其有节制的理性消费，将是新时期劳动

教育的应有之义。

第三，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所带来的个

体自由时间的增多也需要新时代的劳动教育

大力开展闲暇教育，实现劳动教育与闲暇教

育的有机结合。提高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解

放人。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的时间几乎

都被劳动所占有。当前，社会生产力正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向前发展，由此带来的直

接结果是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人们劳动时

间的不断减少和闲暇时间的增多。闲暇时间

的不断增多是人的个性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

条件，但是，如果个体没有驾驭这种不断增多

的闲暇时间的能力，那么，闲暇时间的增多对

于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的学生而言，有可能将

会是一种灾难。因此，怎么规划时间、利用时

间、管理时间等将成为新时期劳动教育不可

回避的重要内容。

三、从工具到存在：劳动教育的新功能

劳动教育立场的转变、内容的扩展，必

然会引起劳动教育结构的变革，而这又势必

会引发劳动教育功能全面而深刻的改变。过

去的劳动教育对于个体而言，其基本价值在

于工具性的谋生手段，而当代劳动教育对于

个体而言不仅具有工具性的外在价值，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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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存在性的内在价值。新时代的劳动教育越

来越成为当代人最重要的存在方式。

作为工具性的劳动教育，更多的是解决

个体的谋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更多的

是被劳动所奴役，此时的劳动对于个体来说，

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随着社会生

产力的快速发展，以及劳动形态的急剧变迁，

劳动自身的存在性价值将会日益凸显。也就

是说，劳动以及劳动教育虽然之于个体而言，

依然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但是，劳动在使

个人自我价值实现，获得存在的价值感和意

义感等存在性功能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首先，新时代的劳动教育要能够确保人

获得一种自我存在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劳动

创造人，这是恩格斯（Engels，F.）在其《劳动在

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的基本

观点。在恩格斯看来，“社会本能是从猿进

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

是群居的，而且就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来看，我

们发现，情况就是这样。”［5］由此可见，劳动

在使人从猿转变为人的过程中，不仅改造了

人的生理结构，使人可以直立行走，而且也从

根本上改变了人的关系形态，赋予了人一种

价值性的存在。不仅如此，“整个所谓世界历

史不外是人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

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6］。作为人，不仅

仅指向于拥有“人”这种物种的所有先天基

因，更指向于获得一种社会性的规范和自我

的价值基点。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根本特征

就在于人需要存在的理由——价值感和意义

感，而人的价值感和意义感的获得是一种对

象性的活动。人自我存在的本质力量需要在

对象化的活动中自我创造，自我生成才能确

证自我存在的理由。劳动毫无疑问是人类社

会 独 有 的、自 觉 的 对 象 化 实 践 。 马 克 思

（Marx，K.）明确指出，包括生产劳动在内的所

有实践活动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的必由之路。缺少了必要的劳动实践，人就

缺乏了自我对象化的重要对象，从而也就缺

乏了从对象化的世界中反观自我的载体和能

力。当前学生借以实现自我对象化的劳动实

践活动少且形式单一。因此，新时代的劳动

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学生本质力量对象化之后

价值感和意义感的获得。

其次，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应在丰富人的

关系属性方面有所作为。人生的丰富程度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关系的丰富程度。马

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

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

总和”［7］。而在“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中最重

要的、最根本的是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中

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

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

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

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

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

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8］因此，在劳动中，

既有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的合作关系，也有

人与自然万事万物的和谐共生关系。可以

说，一个人劳动的广度和深度，将会极大地丰

富其关系的多样性，进而会提升其生命的厚

度和深度。而且，“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

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

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

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

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9］。但随

着现代社会劳动技术程度的不断提高，劳动

逐渐从丰富人的关系的重要场域异化为单子

式个体的生产机器，迫切需要通过劳动教育

重新建构学生与自然、社会、他人的丰富关

系，使学生在劳动中享受作为可能性存在的

人的美好。

第三，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最终必然落实

到学生审美人格的培养上。自我价值感的获

得、关系丰富性的重构本质上指向的是一种

审美的人生境界的达成。马克思在他的早期

作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美

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命题。所谓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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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力量，主要指向的是人的主体性理想本

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类特性活动；所谓对象

化，包含了实践性对象化、精神性对象化和象

征性对象化三个层面。其中，实践性对象化

主要指的是人在认识和掌握客观对象的内在

结构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借助一定工具和

技术所实现的对客观对象的改造，以使其满

足人的需要的物质性生产实践活动。精神性

对象化主要指的是人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

客观对象在意识层面进行体验、感知、想象、

思维等观念创造活动。象征性对象化主要指

的是精神性对象化产品的外在化表现形式。

而美就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自觉的特性在

生产实践、精神创作和文化表达上的生动体

现。这是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相比所独

具有的“美的规律”，即“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

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

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

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

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0］这

里的美体现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实践活

动，属于社会美的范畴。只有在对象化的劳

动中，人们才能深切感知到那种人的类特性

中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伟大之处，才能仔细

体会出人类文明的可贵，才能深刻领悟自我

在人类伟大成就面前的渺小。因此，新时代

的劳动教育必然倡导一种基于劳动基础之上

的现代审美人格的培育，让学生在劳动中发

现美、欣赏美和创造美。

四、从单一到整合：劳动教育的新实践

劳动教育立场的转变、内容的扩充、功

能的改造实际上预示着劳动教育的根本性变

革，这对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实践形态和实践

路径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指导新时代的劳动教育

实践。劳动教育作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重要途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质有完整、准确的认

识。这就要求学校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一

总体目标的指导下，完整地将不同劳动形态

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工业生产与农业生

产、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文化技术学习与思

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在此

基础上，结合学生的身心特点，将劳动教育课

程化，确保劳动教育所必需的时间和空间。

第二，培育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劳

动态度。“生活靠劳动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

造。”［11］学校要高度重视劳动教育的重要作

用，努力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

态度，重点是帮助学生理解劳动在创造物质

世界和人类历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

懂得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理解劳动是一切

社会财富的源泉，懂得“按劳分配”是一种正

义的社会分配原则，摒弃不劳而获的思想。

因此，劳动教育不是简单的体力锻炼，更是一

种正确劳动价值观的积极引导。

第三，构建整合性的劳动教育实践体

系。单一形态的劳动教育实践难以承载新时

期劳动教育功能的实现，当代劳动教育必须

走向整合性的实践路径，以实现劳动教育在

课程、活动等方面资源的有机整合。具体而

言，劳动教育要把直接劳动教育和间接劳动

教育、学科劳动教育和活动劳动教育、个人劳

动教育和集体劳动教育、校内劳动教育和校

外劳动教育多形态劳动教育充分融合，重视

将劳动教育与其他学科课程知识有机结合，

构建起整合性的劳动教育实践体系。

第四，构建开放性的劳动教育实践体

系。在所有生产要素中，生产力的变革是最

活跃的，而生产力的变革必然会带来劳动形

态的改变。因此，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当代

社会，劳动形态的不断更迭也成为当下社会

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教育必须保持

开放的姿态，高度关注劳动形态的变化并根

据变化发展了的劳动形态及时更新教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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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具体而言，开放性的劳动教育，一方面体

现为根据劳动形态的不断更新换代，自觉扩

充其教育内容；另一方面，根据教育内容的转

变及时调整相应的教育方式方法。对于前者

而言，当前教育内容的更新主要体现为对信

息和知识生产的高度重视，以及自觉将消费

教育、闲暇教育、劳动审美教育等内容纳入劳

动教育范畴。对于后者来说，不仅要重视传

统的劳作式的劳动教育方式，更要重视现代

化、知识化和信息化的劳动教育，从而构建起

开放性的劳动教育实践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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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Labor Education：Features of Connotations and Routes of Practice

Ban Jianwu

Abstract：Labor education，a significant integral part of well-rounded education，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udents'
healthy upgrowth and social progress. In the new era，it will be characterized by new connotations. In terms of the
standpoint，the new labor education will adequately achieve the "substantial" rather than "superficial"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with labor；in terms of the content，it will show a progressing educational philosophy by putting great emphasis
on leisure education and consumer education；in terms of the functions，it will stress the existence of individuals in the
labor to enable them to acquire a sense of self-existence and meaningfulness，enrich their relational attributes，and
improve their esthetical faculties；and in terms of practice，it will help students develop correct labor-oriented values and
attitudes，and build an integrated and open system for the practice of lab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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