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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方针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创新
——兼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卢晓中

摘　要：教育方针与教育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正确的教育思想对于确立科学的教育方针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教育方针的历史演变表明一定时期的教育思想对这个时期的教育方

针的制定与确立有很大的影响。劳动教育是我国优良的教育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

劳动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化，内涵与外延也有新的发展。新时代劳动教育已成为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和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劳动教育作为我国的一种优秀教育

传统，需要在新时代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劳动教育的创造性转化关键在于重塑新

时代的劳动教育价值观，包括着眼于促进劳动教育价值观的升华和解决劳动教育价值观的异

化问题。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创新性发展则包括把立德树人作为劳动教育的根本任务、发挥学

校在劳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和构建学校劳动教育的一体化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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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通知》，就做好

党的教育方针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做出部署安

排。该通知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党的理论和路线

方针政策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在教育事业发展

中具有根本性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决定

把劳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之

中，提出“德智体美劳”的总体要求。本文在对教

育方针与教育思想关系的认识基础上，简要梳理我

国教育方针的历史演变与发展，着重探讨新时代劳

动教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

一、教育方针与教育思想的关系

教育思想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和时代的教育实

践活动中，直接或间接形成的对教育现象、教育规

律、教育特征及教育问题等的认识、理解或看法。

它是一个多层次的观念体系，通常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办学观，即发展一种什么样的教育，

为什么培养人，包括培养人的出发点和方向；第二

个层次是人才观，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包括培养

人的目标、规格、标准；第三个层次是教学观，就

是怎样培养人，包括实行什么教育制度、内容、原

则、形式和方法等。办学观即“为谁培养人”是教育

思想的理论依据，人才观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教

学观即“怎样培养人”则是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

如同任何思想与实践的关系一样，教育思想来

源于教育实践，同时又作用于教育实践。因此，考

察教育思想的产生、变化和发展须与社会实践、教

育实践相关联。教育思想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总会产生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特征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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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思想，就是在同一历史时期，人们对教育的看法

也多种多样，甚至有完全对立的教育思想。但在这

些形形色色的教育思想中，总有某一种教育思想在

一定时期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这个处于支配和主

导地位的教育思想往往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它对一

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教育方针是一个国家依据政治、经济、文化、

科技等社会要求和人的发展需要，为实现教育目的

所规定的教育工作总方向，是教育基本政策的总概

括。教育方针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体现了一个国家

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办学方针、培养目标及培养途

径。这对于统一人们对教育工作的认识，对制订教

育政策与法规、安排教育教学内容、评估教育教学

工作的质量，以及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会有重大

影响。所以说教育方针的制定和落实，关系到国家

教育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教育事业的成败。各国教育

方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是由国家明确规定，

甚至通过立法来确定教育方针；有的虽然没有明确

规定或使用“教育方针”这一提法，但在这个国家

的政策措施、法律法规中含有反映教育工作总方向

和教育基本政策总概括的内容和提法，在实际上起

到了国家的教育方针的作用。值得提及的是，不论

采取何种表现形式，一个国家的教育方针毫无例外

地总是在一定时期占主导地位，体现了这一时期的

国家意志。这也是一般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针的主

要区别所在。因为一般的教育思想既可以是国家在

教育问题上的意志体现，也可以是一般人关于教育

的主张或认识。

教育方针与教育思想的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

点：第一，一定时期的教育方针在相当程度上反映

了这个时期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教育

思想。或者从广义来说，它就属于教育思想的范

畴，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思想，其特殊性表现为主要

反映这个时期占主导地位、体现国家意志的教育思

想。因此，教育方针与教育思想的关系是特殊与一

般的关系；第二，教育方针对一个时期的教育思想

亦常常具有能动的引导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

方针长期没有明确且统一的科学表述，可能会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教育思想上的混乱，对于国家教育事

业的发展是无益的；第三，在内容的构成上，两者

也基本一致，即教育思想常常会涉及人们对有关办

学观、培养目标，以及培养途径等几个教育主要方

面的看法与认识，而作为一个完整的教育方针也应

当包括这些方面的内容。过去我们的一些教育方针

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欠缺的，如在教育方针的内容表述

上，或是在一些方面模糊不清，抑或是某一方面没有

涉及。这样的教育方针是残缺不全的，不利于为教育

工作提供全面、系统、科学的指导。

从以上教育方针与教育思想的关系不难看出，

正确的教育思想对于确立科学的教育方针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正确的教育思想是科学确立教育方针

的基础和前提。而正确的教育思想则是以丰富的教

育思想为基础的，在一个教育思想贫乏的地方或时

代，要确立科学的教育方针是不容易做到的，自然

要办好教育也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这也对繁荣

教育科学提出了要求，只有通过繁荣教育科学，不

断丰富教育思想，才能寻求到正确的教育思想，才

能够制定和确立科学的教育方针，从而引领和推动

教育的科学发展。

二、我国教育方针的历史演变

纵观我国教育方针制定或确定的历史，无不

与当时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的教

育思想密切相关。例如，在清朝末年，我国教育的

进程正处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交接点上。一方

面，以“礼教”为核心、“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

的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仍居主导地位，“独尊儒

术”的教育思想依然很强大；另一方面，西方一些

进步的教育思潮，通过各种渠道与途径渗入进来。

战争的失败，使清朝统治者感到必须学习西洋制

造洋枪、火炮、兵舰的方法。这样，旧有的封建教

育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所以这一时期提出“废科

举、兴学堂”，学西学。因此，当时影响最大并获

清朝统治者认同的教育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所谓“西学”，是指自然科学和技术；而所

谓“中学”，则主要指四书五经。就是在这样一种

教育思想的影响与支配下，1906年，清政府学部颁

布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的教育方针：“忠君、尊

孔、尚公、尚武、尚实。”这个教育方针既保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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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的忠君和尊孔的教育思想，又从德国和日本搬

来了公民教育、军国民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要求

受教育者在忠君、尊孔、爱国、守法的思想指导

下，用科学技术知识、军事知识等为封建买办势力

的专制政权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苏区、抗日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教育，主要的指导思想是为革命

战争服务，学习的目的是解决革命战争实践中的问

题，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这也是当时占主导

地位的教育思想。譬如，基于这样一种教育思想，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

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

中心任务：“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

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

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

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

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

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

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

导斗争的高级干部。”这是我们党历史上制定的第

一个比较系统的指导教育工作的总方针，它是从实

际出发的，从革命战争总战略的高度提出来的，并

且反映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

的基本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曾多次

制定（或确定）我国教育方针，均与政治、经济、

科技、文化及社会发展的趋势密切联系。譬如，

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

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中，正式使用了“教育方针”这一提法：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

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

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党中央、国务院发

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必须为

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这一教育工作方针与1957年提出的教育方针结合起

来，作为统一的教育方针加以贯彻，也就是1961年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即“高教六十条”）中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

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

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

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教育方

针于1978年正式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 

应当说，这一教育方针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占主导地

位的教育思想，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通过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社会主义培养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劳动者。这些教育思想比

较充分具体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学说，同时又是当时我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等

方面的现实反映。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党

和政府及广大群众对教育的这些认识还是相当可贵

的。所制定的教育方针也较好地反映了这些认识思

想。事实上，以上教育方针对当时我国教育事业的

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方向指引作用，尽管它在一些用

词上尚有不够准确、全面的地方，在一个时期的贯

彻上也有过偏颇，甚至严重失误。对教育方针这一

历史范畴来说，我们不能回避历史，也不能割断历

史来考察。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对教育的

认识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定的时代局限。

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改革开放的新形

势，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尤其是对教育与政治、经

济、科技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这也

及时反映到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上，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教育的属性与功能问题上，我们认识

到教育不仅具有上层建筑的属性，而且也有生产力

的属性，特别是教育的经济功能受到重视，同时这

也否定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把教育事业视为“消

费性事业”或“福利事业”的思想观念。正是基于

对教育属性与功能问题的这样一些新的思想认识，

1985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

定》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这一教育工作的指导

方针。应当说，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充分适应

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在

教育方针认识上实现了由“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

务”到“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升

华和历史飞跃。[2]

其二，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人们认识到教育首先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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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使培养的人才适

应和满足我国建设的需要；同时，我们面对的世界

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我们的教育需要学习和借鉴世

界先进的教育经验，也要使我们培养的人才在国际

上具有竞争能力。而且，人才的培养必须要有超前

性，才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要，才能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撑。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成为

党和国家有关教育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

其三，对什么是新时期合格人才的认识，人

们普遍感到仅用德、智、体三方面，不足以囊括人

的素质的全部，仅在这三方面合格的人才并不能完

全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还应当增加“审

美”和“劳动技能”这两方面。因此，在教育方针

的培养目标（人才观）上也应当包括这两方面的内

容要求，也就是说，应当是“德、智、体、美、

劳”五方面的全面、和谐的发展，没有后面两方面

要求的教育方针，不是完全的教育方针。虽然当时

已有这样一些思想认识及其相关的讨论，但并没有

正式成为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以上的思想认识

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并在更大范围形成了更为广泛

的共识，1995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提出：教育

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里在“德、智、体”

后新增加了“等方面”已为教育方针的与时俱进留

出了空间，也体现了人们在教育思想认识上的逐步

深化。直到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

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基于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在关于人才培养目标上第一

次明确提出了“美”的要求：“教育必须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

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和接班人。”从此，美育正式进入了教育方针，成

为教育的诸育之一。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里我们的教育方针在关于人才培养目标上都沿用了这

一提法。2015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

议通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法律形式

加以确认：“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

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2018年9月10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从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

题和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出发，提出要努

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

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

调：“新时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指导地位，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扎根中国

大地办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3]这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

总方向和根本方针，也是办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的根本遵循。劳动教育即劳育正式进入党

的教育方针，成为教育方针中的五育之一。

综上所述，我国教育方针与教育思想是密不可分

的，一定时期的教育思想对这个时期的教育方针的制

定与确立有很大的影响。随着人们对教育思想的认识

不断深化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教育方针也才

日趋全面、科学、正确，而且这个形成过程是循序渐

进、逐步规范的，最终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

三、劳动教育的发展历史与新时代发展

（一）劳动教育的发展历史

劳动教育是我国尤其是我党优秀的教育传统，

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于人的培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

展学说被确立为国家的教育方针、指导社会主义教

育实践的理论基石，而这一学说的核心便是培养在

体力、脑力上全面发展的人，以及推动“教育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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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劳动相结合”。特别是在1957年提出的“我们的

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

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

的劳动者”和1958年提出的“教育的目的，是培养

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这里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既是指教育的目标即培养劳动者，又是指教

育的过程即通过德育、智育、体育，达成培养劳动

者的目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这一基本路线的确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时期特别强调“教育必

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必须依靠教育”，教育的经济功能得到高度重

视和极大彰显，这也比较好地体现了“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的时代特征。特别是2018年正式提出

“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2019年提出“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是

对全国教育大会报告提出的劳动教育的进一步落

实，充分反映了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新认识、新特

征、新方向。

从以上有关劳动教育的认识和提法的演变过

程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建设者还是劳动者，两者有

相当的相通性。相对而言，建设者更为宽泛，包容

性和时代性更强，即劳动者可以包含在建设者这一

概念之中。而从“德、智、体”到“德、智、体、

美”，再到“德、智、体、美、劳”，这种提法上

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认识上的深化和实践上的强

调。德、智、体、美、劳既是一种培养目标，即建

设者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同时又意

蕴了实现培养目标的培养途径，即通过德育、智

育、体育、美育和劳育达成培养目标。至于为什么

2018年以前在培养目标和培养途径中没有明确提出

“劳”，有种观点认为劳动者或建设者已蕴含了

“劳”的意义，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理解是“劳”

隐含在“等方面”之中。虽然以上观点有其道理，

但笔者以为，这与在党的教育方针中直接提出

“劳”，并将之既作为人的培养目标又视为人的培

养途径，在对教育实践指引的确定性上还是有明显

的差别，显然后者为教育实践提供了更明确、更坚

定的指导和引领。因此，面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对

人才提出的时代要求和个体健康发展的需要，确定

劳动教育作为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制度与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本要求是非常必要的。

（二）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

1.劳动教育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

不论是过往还是今天，劳动教育都有一个基本

的共同点，就是着眼于培养人。但在培养什么样的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上则具有各个时代的

不同特征，这便意味着劳动教育作为一种优秀的教

育传统，需要在新时代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也就是说新时代劳动教育不是“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和培养“劳动者”的一种简单回归，而

是要着力于全面、深度实现劳动教育的时代价值与

功能。而要实现这一时代价值与功能首先必须解决

的是新时代劳动教育价值观问题[4]，即对传统的劳

动教育价值观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时代内涵，

重塑新时代的劳动教育价值观。笔者认为，主要应

从两方面着眼：

（1）着眼于促进劳动教育价值观的升华

如果说过往我们更强调劳动教育在育德上的重

要价值与功能，那么今天则更注重劳动教育的综合

性价值与功能，即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

育人价值与功能。比如，劳动不仅仅是体力劳动，

也包括脑力劳动[5]，并带有信息时代的显著特征。

而且当代社会劳动形态包含着更多的脑力劳动，特

别是伴随着经济领域新业态层出不穷，新兴劳动形

态正不断涌现。这便决定了学校应密切关注劳动形

态的演变，与时俱进开展劳动教育，让劳动教育彰

显更多的时代性和创新性，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健

康成长。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劳动概念狭隘地等

同于体力劳动，劳动教育也被认为主要是参与一些

旨在培养学生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劳动情感的体

力劳动。这样，劳动教育就可能被学生认为主要是

与他们的未来无关或关联不大的活动而难以获得认

同，并因这种劳动教育的时代性、创新性缺失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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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显然，这种劳动教育也有悖于

“教育要面向未来”这一本质属性。

同时，由于人的成长是整体性的，且德、智、

体、美、劳“五育”之间内在关联，这便决定了劳

动教育（或简称为“劳育”）需要与其他四育既相

互关联、又各有侧重地协同，共同完成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劳

动教育不仅是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勤于劳动的劳动

观念、劳动态度、劳动情感和劳动精神，也要与新

时代学校的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联系起来，

把立德树人融入劳动教育之中，使劳动教育在坚定

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

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上发挥

独特作用。劳动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劳动技术技

能，解决书本知识运用于实践的问题，而且要着眼

于学生创新素质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劳动创造世

界，创造是劳动的基本价值和本质特征。劳动光

荣、创造伟大应成为劳动教育的价值共识。

当前我们正在致力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

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

何来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关

系，其实质便是中国特色与世界先进水平如何内洽

的问题。从教育的中国特色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内洽

来考量，主要包括中国特色表征世界先进水平和中

国特色成就世界先进两个维度。中国特色表征世界

先进水平这一维度可从以下两个向度来认识：一个

是中国特色符合世界先进水平的事实特征，也就是

说，我国教育的中国特色与当今世界先进水平教育

的一些共同特征高度契合，显然这是一种共识意义

上的世界先进水平； 另一个是中国特色符合世界先

进水平的概念特征，我国教育的中国特色，尽管难

以在当今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中直接找到相应的事

实对标物，但与世界先进水平教育这一概念的本质

特征是高度一致的，无疑这是一种认同意义上的世

界先进水平。

从中国特色成就世界先进水平这一维度来说，

它主要涉及中国教育发展的路径选择，即通过走中

国特色发展路径来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与繁荣， 并
使中国教育的总体水平和一些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

列。譬如，如何使我们教育的制度优势、治理优势

真正转化为教育治理的效能，最终成就世界先进水

平的教育。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特色既是一种教

育的发展资源，同时也是一种发展策略。[6]

以上两个维度时常交织在一起，推动着中国教

育的继承、创新与发展。特别重要的是，这可为中

国教育发展提供一条现实路径，即从中国的历史文

化传统、现实国情出发，准确把握教育发展的 “中

国基因”，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融于中国教育改

革发展之中，从中国特色表征世界先进水平和成就

世界先进水平两个方向维度来探索中国特色世界先

进水平的教育改革发展之路。而作为我国优秀教育

传统的劳动教育，从其价值与功能的时代内涵来

看，它在新时代无疑具有表征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

与成就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的双重价值与功能。因

此，如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之路，

可能是发展世界先进水平教育的重要方向，也是当

前值得深入探讨的时代课题。

（2）着眼于解决劳动教育价值观的异化问题

一方面，劳动教育被异化为一种惩罚措施，遮

蔽了劳动教育的成长价值。这种惩罚措施主观或客

观上使劳动与羞耻等消极的心理体验联结起来了，

降低了学生对劳动的自我体认和价值认同，从而导

致他们在行动上的疏离和排斥，在这样一种情形

下，“劳动”与“教育”被分离了，劳动也成为与

人的教育成长价值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活动。因此，

要促使劳动的价值观与劳动教育的价值观紧密结合

起来，把对劳动价值的认知上升为劳动教育的集体

认同，并着力寻求劳动与学生自身成长的一致性，

最终使劳动促使学生成长成为劳动教育的一个核心

价值，由此彰显教育的本质。[7]

另一方面，劳动教育被异化为一种谋生或谋利

手段，遮蔽了劳动教育的生活价值。一些劳动教育

仅从学会生存的角度来确立其价值导向，甚至有的

“劳动教育”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学生的劳动

价值观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扭曲，从而导致他们在行

动上的趋利和短视。这种趋利和短视行为显然有悖

于教育作为百年树人的事业这一根本宗旨，也与立

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不相符合，对学生未来

的成长和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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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特

别提出要使学生“学会生存生活”，这里将生存与

生活既分开又联系，一个重要意蕴就在于学校教育

不仅是着眼于学生谋生就业的问题，更要让他们懂

得生活和正确理解幸福生活的真正意义，也即教育

要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和终身幸福奠基。劳动教育

应在其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与功效。

2.高校劳动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劳动教育的教育本质决定了新时代劳动教育应

当立足于人才培养。基于劳动教育价值观的创造性

转化，特别是以实现表征世界先进水平与成就世界

先进水平这一双重价值与意义为出发点，寻求新时

代高校劳动教育的创新性发展之路径。

（1）把立德树人作为劳动教育的根本任务，夯

实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者底色

作为“五育”之一的劳动教育必须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旨归，即通过开展各种措施和方式的劳动教

育，使学生能够形成和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牢

固确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

动最美丽的价值立场，增强学生的劳动荣誉感。引

导学生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

念，把劳动教育与学生成长紧密并积极关联起来，

特别要把劳动教育作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

径，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通过劳动教育

要使学生树立正确择业观，增强到艰苦地区和行

业工作的奋斗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

“要通过各种措施和方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牢

固树立热爱劳动的思想、牢固养成热爱劳动的习

惯，为祖国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勤于劳动、善于劳

动的高素质劳动者。”[8]

（2）发挥学校在劳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着力

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的高素质人才

新时代对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的高素质

人才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这就要求高校加强学

生的创新思维、综合素质和应用能力的培养。而劳

动教育恰恰是与这一新型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关系

密切，尤其是融入劳动教育的人才培养有助于实现

“创新思维与社会实践相统一”对“理论学习与社

会实践相统一”的超越。[9]因为前者所着力解决的

不仅是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问题，而

且更强调劳动等社会实践活动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的重要功能。如产教融合和科教融合是高校实施劳

动教育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对培养创新型、复合

型、应用型人才起着关键作用。如何适应信息时代

的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针对劳动新形态，注重新

兴技术支撑和社会服务新变化，深化产教融合和科

教融合，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当前高校劳动教

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特别是通过建立深度融合

机制，将各融合主体一体化为共同的利益主体，即

“命运共同体”，并促使这一深度融合机制转化和

落实为人才培养的协同育人机制。同时，围绕创新

创业，结合学科和专业有效开展实习实训、专业服

务、社会实践、勤工助学等，并注重新知识、新技

术、新工艺、新方法应用，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

题，从而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3）构建学校劳动教育的一体化制度体系，促

使人才培养的最优化

要坚持系统观念，努力构建纵横并举、双向

衔接、相互贯通的学校劳动教育一体化制度体系。

必须认识到劳动教育是我国教育制度体系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无足轻重的拾遗补阙。因此，

必须将劳动教育纳入高校人才培养方案，整体优化

课程设置，专门设置劳动教育课程，形成具有综合

性、实践性、开放性、针对性的劳动教育课程体

系。[10]同时，要注意发挥课程劳育的作用，除劳动

教育必修课程外，其他课程也需要结合学科、专业

特点，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尤其要结合产业新

业态、劳动新形态，选择劳动教育的内容。值得注

意的是，要使学生的劳育与学科专业学习有机衔

接，而不是生硬植入，则需要解决好学校劳育课程

与其他课程劳育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问题。

在构建高校劳动教育一体化制度体系的过程中

应当尊重教育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比如根据不同

学段学生的成长特点和前期劳动教育的状况，加强

高校与中小学劳动教育的纵向衔接，科学合理安排

高校劳动教育课程和活动，推动劳动教育的逐级深

化和提升。此外，还要加强高校劳动教育与社区、

与创新创业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相关的实践场所的

横向衔接，真正建立起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

践相结合”的融合机制，使劳动教育作为实践育人



33 

卢晓中：我国教育方针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创新

的重要领域，最终形成协同育人的一体化和人才培

养的最优化格局。

参考文献

[1]  翟博.新时代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针[N].中国教育报,2019-

09-16(1).

[2]  翟博.新时代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针[N].中国教育报,2019-

09-16(1).

[3]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王沪宁出席[EB/OL].

(2019-03-18).http://www.gov.cn/xinwen/2019-03/18/

content_5374831.htm?allC.

[4]  檀传宝.劳动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劳动价值观[J].人民教

育,2017(9):45-48.

[5]  檀传宝.加强劳动教育一定要贯彻与时俱进的原则[J].人

民教育,2020(8):13-14.

[6]  卢晓中,杨蕾.“双一流”建设的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9):20-26.

[7]  卢晓中.发展教育的研究视角[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07-01(B09).

[8]  习近平总书记的“劳动观”[J].共产党员(下),2019(6): 

8-10.

[9]  卢晓中.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人文向度[J].中国高教研

究,2019(5):52-58.

[10]   刘向兵,赵明霏.构建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体系的理论

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知识整体理论的视角[J].中

国高教研究,2020(8):62-66.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Epical Innova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Policy: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LU Xiaozhong

Abstract: Education policy and education thought are inseparable, and correct education though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education policy.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policy reflects the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thought on the formul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education policy in a certain period. Labor education is an excellent 

education tradition of China and the CPC in particula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labor educ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epening, and its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have also undergone new developments.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has become a basic requirement for cultivating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and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party's 

education policy. As an excellent education tradition in China, labor education require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key to it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s to reshape the values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ncluding 

focusing on the sublim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values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value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ncludes taking “virtue fostering and character building”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exerting the main role of schools, and building an integrated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school labor educ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 policy; education thought; labor education;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