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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救国救民的教育实践中取得了重要成就，形

成了“生活即教育”“行是知之始”等劳动教育思想。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关于劳动教育的重

要论述为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立足当前高等教育发展实际，陶行知的

劳动教育思想可以为充分认识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

值观、丰富劳动教育载体、弘扬劳动精神等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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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

系，形成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强调“要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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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

动、创造性劳动。”[1]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以陶行

知为代表的教育家在救国救民实践中，形成了“生

活即教育”“行是知之始”等与劳动教育密切相关

的实践经验和思想体系，对构建科学的劳动教育

体系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对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劳

动教育仍具有很强的启示。

一、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

陶行知从救国救民的理想出发，结合当时的

国情实际，以西方现代教育为主要参照对象，认真

审视中国教育之不足、社会发展之缺陷，积极投身

中国近代教育实践，探索推动中国劳动教育变革，

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拓展了劳动教育载体，形成

了丰富的劳动教育思想。

（一）在推动教育的变革中崇尚劳动教育

陶行知学成归国后，积极探索中国近代教育变

革，大力倡导“手脑相长”[2]176-182。他认为，“中国有两

种病，一种是软手软脚病，一种是笨头笨脑的病”，
这两种病病在精神、文化，破解之道却在教育[2]178。他
强调对劳动者的尊重，破除死的教育的弊病，破除

传统教育形成的错误观念，把教学合一作为校训，

强调“做”是核心。他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

知，将晓庄的“老山”改为“劳山”，图书馆叫“书呆

子莫来馆”，大礼堂起名叫“犁宫”，犁宫大门之上

的对联写的是：“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

菽麦黍稷下功夫”。在入学考试时，考察《孟子说劳

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对不对？》，通过探讨劳力

与劳心的关系，引导学生“在劳力上劳心”，树立正

确的劳动价值观。[2]137-139 考试过程中要求学生穿草

鞋前往晓庄垦荒、施肥、修路，操练农活。开学典礼

上他明确讲到“……所以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

可做我们的指导员，因为我们有不及他们之处。”
在《自立歌》中，他这样写道：“滴自己的汗，吃自己

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先，都不

算好汉”[2]19，深刻阐释了劳动有利于国人树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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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有利于智力与创造力的发展，有利于树立正

确的劳动价值观，并有利于国家工农业发展与社

会进步。
（二）在生活教育的实践中丰富劳动教育载体

在陶行知看来，“到处是生活，到处是教育”。[2]193-195

他打破了学校教育的局限，极大地丰富了劳动教

育载体。他在《生活即教育》的演讲中提到，“我们

此地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是提供给人生需要的

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人生需要面

包，我们就得受面包教育；人生需要恋爱，我们就

得过恋爱生活，也就是恋爱的教育。照此类推，照

加上去：是那样的生活，就是那样的教育”，[2]162-170 强

调了生活中所有的经历都可以成为教育的内容。他

在《古庙敲钟录》中设想创办一种融“工场、学堂、社
会”为一体的全新办学形式，称：“工是工作，学是科

学，团是团体。……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

片，产生一个附有生活力的新细胞”；他说：“马路、
弄堂、乡村、工厂、店铺、监牢、战场，凡是生活的场

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那么，我们失掉的是

鸟笼，而得到的倒是伟大无比的森林了”。[3]126-127 进

一步阐释了教育蕴含于生活中的所有劳动中，劳动

教育与生活教育的内涵具有高度一致性。
（三）在“行与知”的辩证关系中拓展劳动教育

内涵

陶行知将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强调了

“行是知之始”，通过实践活动进行劳动教育获取

真知，进而反哺课堂文化教育。他在《行知行》一文

中指出，“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的来

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

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

能发生效力”，阐述了实践出真知与间接读书获取

知识的区别；还指出，“我们对一群毫无机器工厂劳

动经验的青年演讲八小时工作的道理，无异耳边

风”，说明了实践获取真知的效果。[4]3-6 在陶行知看

来，劳动是获取真知的重要途径，劳动教育也只有

寓于生产实践才能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
受当时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启发，陶行

知的劳动教育思想源自他独立的教育探索、执着

的教育追求和宽阔的教育视野。对于当时的中国

而言，在现实生活中育人、培养知行合一的人才一

方面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和探索，闪耀着科学的教

育理论光芒，开辟了近代中国教育的新路径。但从

另一个方面讲，在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环境下，由

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局限，这

些基于西方国家教育理论的教育实践探索，难以

在国家层面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致使他的教育思想只能在他的教育团队的有限实

践中发挥作用，而不能从根本上推动当时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

教育事业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劳动

教育以其有利于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独特功

能，而成为全面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一

个时期以来，劳动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置于边缘

位置，在学校中被弱化，在家庭中被软化，在社会

中被淡化，导致一些大学生不想劳动、不会劳动、
不珍惜劳动成果。[5]当前，高校要站在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

高度，深入剖析新时代大学生在思想、心理、行为

等方面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劳

动价值观，端正劳动态度，提升劳动技能，做好新

时代加强劳动教育的答卷。
（一）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是高校完成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曾指出，“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

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

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

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6]4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

等教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持续推进教育改

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工程，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大

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

的创新创造精神和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

能力。但一些大学生从幼儿园一路读到大学，长期

脱离劳动实践，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比较片面，存

在“渴望不劳而获”“梦想一夜暴富”的错误思想倾

向。对于大学生而言，加强劳动教育，有利于培养

大学生的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劳动技能和劳动品

德，使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

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将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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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岗位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新时代加强大学生

劳动教育，既是当前与时俱进深化我国高等教育

办学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高校完成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必由之路。
（二）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是发展德智体美劳

教育的重要支撑和抓手

从劳动教育与其他教育的联系来看，形成正

确的劳动价值观、提升劳动技能、锻炼劳动能力、
体验劳动的壮美是高校进行德育、智育、体育和美

育的重要内容。德育侧重于解决教育对象基本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解决“怎样与他人、
与社会相处”的问题；智育侧重于启发教育者进行

改造世界方法论的研究，解决“准备用什么样的方

式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问题；体育侧重于

身体发育和发展，解决“以怎样的身体状态进行生

产和生活”的问题；美育注重塑造正确的审美观，

解决“怎样内心愉悦美好地进行生产和生活”的问

题；而劳动教育侧重培养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解

决“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进行生产和生活”的问

题。[7]五者各有特点又互相联系，共同构成了全面

的教育体系，劳动教育独有的育人功能是全面培

养的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德智体美

教育的重要支撑和有力抓手。
（三）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

需要

一个国家发展能否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越来

越取决于国民素质特别是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大

学生是未来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素质劳动

者，是推动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

制造强国转变、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中坚

力量。[8]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可以使他们拥有坚强

的心理素质和顽强的工作意志，逐渐形成积极向

上的就业创业观，引导他们在国家社会需要与个

人价值实现、专业学习与岗位匹配等方面逐渐找

到最佳平衡点。[9]大学生在接受劳动教育中坚定理

想信念、锤炼高尚品格、培育劳动情怀，自觉把人

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

之中，建构个人与集体、个人梦与中国梦、小家与

国家民族融合统一的发展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最终推动他们在接力奋斗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三、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对新时代加强

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启示

陶行知的劳动教育思想与实践充分发掘了劳

动教育的价值与意义，为中国近代教育变革和国

民素质重塑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这

些劳动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索对新时代加强大学生

劳动教育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将劳动教育融入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陶行知将劳动教育以校训、歌谣、课程设置、
评测内容等多种形式体现在他的施教过程中。当

年，晓庄学校不请工人，男生做饭扫除，女生倒马

桶，这些劳动教育的目标就是重塑学生对于劳动

的认识，以多种形式、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熏

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为加强劳动教育

提供了范本。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要牢牢

抓住大学教育这一重要环节，将劳动教育的内涵

融入中国特色劳动科学学科体系建设，将目前还

建立在各个不同的一级学科之下的劳动哲学、劳
动经济学、劳动管理学、劳动法学、劳动关系、人力

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工作、劳动安全

工程等一系列与劳动高度相关的学科集中起来，

挖掘他们的相通之处，探索建立劳动科学一级学

科。通过劳动学科建设，深化对劳动科学的研究，

提高劳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大学生对劳动科学

化的多维度认识。加强劳动科学学科专业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课及相关专业课的借鉴交

流，推动劳动科学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智库建设

协同发展，促进劳动科学学科建设和劳动教育深

度融合。同时，充分利用劳动科学学科建设取得的

成果，不断丰富劳动教育课程设置，探索将专业理

论课程、劳动技能课程课堂授课部分等一直靠书

本获取知识的教学途径与课下实践有机结合，鼓

励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增长才干和磨炼

意志中感受劳动所带来的收获和乐趣，进而形成

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真挚情感。高校应以服务国

家发展大局为目标，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等现

代化教学形式，制定符合实际的劳动教育课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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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不断提升劳动教育的成效。强化对劳动教育效

果考核评价体系的建设，将劳动能力测评纳入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引导大学生崇尚劳动、热爱

劳动，努力做到知行合一。
（二）着力推进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不断丰富劳动教育的形式和载体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打破了学校教育的

“笼子”，极大地丰富了教育载体。劳动教育是联系

知识与实际的纽带，单纯课堂上的灌输式专业理

论学习，容易使大学生脱离实际、变成纸上谈兵，

很难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新时代

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要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各种载

体，让劳动教育走出教室，加大社会实践力度，引

导学生走进社区、工厂、部队、农村，感知中国大

地，体察国情民情，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大熔炉里，在社会的大学校里，掌握真才实

学，增益其所不能，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

的栋梁之材。[10]针对低年级的大学生，学校可以与

公益性单位（如养老院、福利院等）合作，组织他们

参加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

生，可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升学生适应社会

的劳动能力为主线，通过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等共建合作的方式，多渠道推进劳动

教育基地建设，不断拓展专业技能性劳动教育的

场地。通过大力推进劳动教育基地建设，不断拓展

各具特色的社会实践场所；通过在形式多样的生

产实践基地开展劳动教育，加强培养大学生的创

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让他们切身感受到

生活就是劳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三）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促进劳动教育在大学校园落地生根

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对劳动精神是极为推崇

的，无论是“行是知之始”，还是“教学做”以“做”为
核心、“在劳力上劳心”、将“老山”改为“劳山”等，

都对劳动精神进行了弘扬。正因为此，他无形地在

教育实践中树立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的引领示范作用。新时期加强大学生劳动

教育，要大力发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对劳动教育的促进作用，要把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纳入师德师风评价体系。要在深化新

时代教育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上

下功夫，用劳动教育的内涵充实高等教育理念，着

力建设一支执着于教书育人、有教育定力、带干劲

闯劲钻劲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同时，可以通过举办

“劳模大讲堂”“大国工匠进校园”“大国工匠报告

会”等劳动榜样人物进校园活动，充分发挥劳动模

范的先进引领作用，创新宣传载体，综合运用讲

座、微信、微博、手机 APP 等现代化信息手段，加强

对劳动榜样人物先进事迹的宣传，在提升感召力

上下功夫，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让广大

学生在校园里近距离接触劳动模范、感受劳模精

神、聆听劳模故事、观摩精湛匠艺、分享工匠情怀，

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入脑入心，引导

青年师生学习领会劳动模范和大国工匠勤奋学

习、勤于钻研、勤勉敬业的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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