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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视域下的学校劳动教育

陶　 青

(浙江海洋大学　 师范学院ꎬ 浙江　 舟山　 ３１６０２２)

〔摘　 要〕在传统农业社会ꎬ通过家庭日常劳动ꎬ儿童得到了智力和道德训练ꎮ 然而ꎬ工业化大生产的加速

发展ꎬ改变了家庭的功能ꎬ家庭不再是经济单位ꎬ也不再是培养人的机构ꎬ而仅仅成为供人居住的场所ꎮ 社会的

变化直接带来了儿童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ꎮ 今天的儿童基本不参与家庭日常劳动ꎬ这在客观上砍断了儿童教育

的主要来源ꎬ剥夺了儿童接触社会生活的机会ꎬ他们失去了来自于日常劳动的智力和品德训练ꎬ对生活一无所

知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ꎮ 这表明ꎬ当前ꎬ学校开设劳动教育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ꎮ 具体的解决办法包括:一
是引入典型社会劳动ꎬ增进儿童对社会生活本身的了解ꎻ二是通过劳动统整各科ꎬ改变传统学校教育的外在书本

知识灌输方式ꎻ三是提供劳动场所、材料和设备ꎬ确保儿童拥有充分的动手实践机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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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ꎬ对学校开设劳动教育的问题ꎬ一些人

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ꎮ 他们认为ꎬ劳动教育一直

都是由家庭负责ꎬ学校是专门负责书本知识教学

的场所ꎬ将劳动教育引入学校是不必要的重复ꎬ
只会徒增学生负担ꎮ 事实上ꎬ仔细分析可知ꎬ持
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社会的变化ꎬ不了解教育

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ꎮ 社会的变化内在地要

求劳动教育实施主体的变化ꎮ 如果说在传统农

业社会ꎬ家庭承担着劳动教育的主要责任ꎬ学校

只负责书本知识教学ꎬ这具有合理性ꎬ然而ꎬ到了

工业化大生产时期ꎬ家庭作为传统教育载体的地

位被削弱ꎬ却仍然坚持“家庭负责劳动教育ꎬ学校

负责书本教育”这种观点ꎬ就是错误的和有害的ꎮ

换句话说ꎬ当前ꎬ学校开设劳动教育ꎬ它已经成为

了一个社会问题ꎬ而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ꎮ

一、传统家庭日常劳动的意义

众所周知ꎬ在传统农业社会ꎬ劳动教育的主

体是家庭而非学校ꎮ 这是有历史背景的ꎮ 因为

在当时ꎬ知识积累不多ꎬ知识获得渠道少ꎬ是一种

名副其实的奢侈品ꎬ且都被保存在书本上ꎬ因此ꎬ
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稀缺的书本知识ꎬ让儿

童专注于文字符号的掌握ꎬ帮助他们获得进入书

本世界的工具ꎬ而家庭则主要负责劳动教育ꎮ 儿

童正是通过家庭劳动去认识周围的世界ꎬ家庭劳

动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ꎮ 诚如杜威( Ｊｏｈｎ Ｄ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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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ｙ)所正确认识到的那样ꎬ我们不能低估儿童参

与日常劳动的教育价值ꎮ 只有在农村长大ꎬ在城

市定居的人才知道儿童参与家庭日常劳动带来

的不可低估的育人价值ꎬ只有他们才能够真正了

解参与家庭日常劳动对人的智力和品行的不可

替代的训练价值ꎮ〔１〕

从智力发展来看ꎬ家庭日常劳动的过程是儿

童同周围环境之间积极地相互作用的过程ꎮ “不
经过积极的努力、不经过劳动就不能发现和认识

自然的奥秘ꎮ” 〔２〕 如同化学家将酸溶液倒在铁块

上产生知识一样ꎬ劳动的过程亦是知识产生和获

得的过程ꎮ 儿童用双手操作各种原材料ꎬ遵循一

定的顺序ꎬ达到一定的结果ꎬ丰富了生活经验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他们熟悉了各种物质的特性ꎬ如
颜色、硬度、形状、数量、温度、湿度等ꎬ了解到关

于植物、动物、石头、金属和天气等的相关知识ꎮ
和父母到附近集市上买卖物品ꎬ讨价还价和计算

斤两ꎬ儿童获得了数量概念和计算原则ꎬ亲眼看

到数字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ꎬ形成了必

不可少的“数感”ꎮ 与此同时ꎬ儿童通过养猪、喂
鸡、喂鸭、放牛、放羊等ꎬ了解到猪、鸡、鸭、牛和羊

等家禽和家畜的生活习性ꎬ掌握了它们生长过程

的知识ꎬ认识到家禽和家畜对于维持人类生活和

生产的重要意义ꎬ了解到生活之所以成为生活的

过程ꎮ 在割草喂猪的过程中ꎬ儿童看到和闻到不

同植物的颜色和气味ꎬ学会辨识不同的植物类

型ꎬ获得初步的植物学知识ꎮ 大量的科学知识在

日常劳动中被理解、被掌握和被运用ꎬ对儿童而

言ꎬ这些知识是真实的、有趣的和有意义的ꎬ因为

它们对他的生活非常重要ꎮ 也因为在完成劳动

任务过程中ꎬ要达到预期目的ꎬ关于材料和过程

的知识是必需的ꎬ所以ꎬ儿童愿意付出努力ꎬ用眼

睛去观察、用双手去操作、用大脑去思考ꎬ由此ꎬ
知识的掌握成为了劳动过程自然而然的结果和

产物ꎮ 这就是说ꎬ只要儿童投入到劳动中ꎬ知识

增长是劳动的自然智力回报ꎮ “儿童劳动得越

多ꎬ大自然奥秘在儿童的意识面前暴露得也就越

多ꎬ他们碰到新东西、不懂的东西也就越多ꎮ 而

不懂的东西越多ꎬ思想就越活跃ꎻ困惑不懈———
这是最牢靠的思维‘引火线’ꎮ” 〔３〕

心理学研究表明ꎬ所有的思维起源于问题ꎬ
通过对问题的观察、预测、判断、计划ꎬ组织、选择

和安排解决手段ꎬ从而达到有价值的目的ꎮ 在日

常劳动中ꎬ无论是蔬菜种植还是家禽饲养ꎬ都有

社会价值的目的ꎮ 其中的每一项劳动都不可能

一蹴而就ꎬ有较长的时间跨度ꎬ从开始到结束包

括很多的中间步骤ꎬ这期间ꎬ需要儿童通过长时

间的观察和判断ꎬ自主地、审慎地制定劳动计划ꎬ
同时通过劳动结果和效果去检验和修正计划ꎬ从
而提出下一步的劳动方案ꎬ这些过程恰恰是儿童

反省思维形成的过程ꎮ 用木头、竹子、藤条制作

桌子和椅子ꎬ用布条制作鞋子ꎬ都是有目的的劳

动ꎬ需要事先制定计划和寻找实现的手段ꎬ这些

都为儿童观察力、想象力、手眼协调能力和判断

能力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刺激ꎮ 所以ꎬ苏霍姆林斯

基断言ꎬ劳动在智育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ꎮ 那

些双手灵活的儿童、热爱劳动的儿童ꎬ能够形成

聪敏的、好钻研的智慧ꎮ 手所掌握的和正在学习

的技艺越高超ꎬ儿童、少年和青年就越聪明ꎬ他对

事实、现实、因果联系、规律性进行深入思考和分

析的能力就表现得越鲜明ꎮ〔４〕

从品德养成来看ꎬ“孩子对劳动者的爱就是

人的品德的源泉ꎮ” 〔５〕 参与日常劳动是儿童品德

养成的最可靠的途径ꎮ 人在劳动中的表现ꎬ正是

去获得和理解这些无价 的 宝 藏———道 德 信

念———的途径ꎮ 在日常劳动中ꎬ儿童帮助成人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ꎬ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

义务ꎮ 通过分担家庭劳动ꎬ儿童学会珍惜自己和

他人的劳动成果ꎬ为自己的劳动而自豪ꎬ懂得一

分付出一分收获的道理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ꎬ坚
持、认真、投入ꎬ这些都是道德教育的开端ꎮ 不仅

如此ꎬ通过日常家庭劳动ꎬ儿童亲身体验到劳动

的价值和意义ꎬ同情性地理解他人的付出ꎬ懂得

分工和合作ꎬ学会感恩和回报ꎬ不仅形成吃苦耐

劳、艰苦奋斗和坚持不懈的精神ꎬ还形成他们的

集体精神和集体责任感ꎬ养成热爱劳动和尊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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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民的高尚品德ꎬ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劳动创

造美好生活”“劳动光荣ꎬ懒惰可耻”的道理ꎮ
诚如马克思所正确认识到的那样ꎬ劳动创造

了人本身ꎮ 儿童的个性在劳动过程中得到最充

分的体现ꎮ 在家庭劳动中ꎬ儿童以自身独特的方

式参与其中ꎬ学会运用双手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和

情感ꎬ不仅强壮了身体ꎬ增加了双手的灵活性ꎬ还
发现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ꎬ了解到自身能力的限

度ꎬ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ꎬ体验到成就感和自

豪感ꎬ这些情感更进一步刺激他们努力ꎬ不断战

胜劳动中的困难ꎬ不断完善自身ꎬ探究更广泛的

领域ꎬ掌握更全面的知识ꎬ训练更熟练的技能ꎬ在
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建立起更坚定的信心和

勇气ꎬ使自己越变越好ꎬ努力实现理想自我ꎬ彰显

自身存在的价值ꎬ懂得“平凡创造伟大”的道理ꎮ
更重要的是ꎬ家庭日常劳动的成果都是实实在在

的有形之物ꎬ看得见、摸得着ꎬ为儿童提供了判断

自身工作成败和改进未来工作的标准ꎬ提高了他

们自我判断、自我反省的能力和进一步参与劳动

的动力和热情ꎮ
总之ꎬ在传统农业社会ꎬ正是通过家庭日常

劳动ꎬ使儿童了解到社会生活的内容和过程ꎬ认
识世界、认识自己ꎬ深刻理解到他们生存于其中

的世界的意义ꎬ以及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

价值ꎬ丰富和深化了他们的智力和道德经验ꎮ 这

也就是为什么ꎬ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人ꎬ他们没接

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ꎬ甚至不认识一个字ꎬ却比

那些所谓的读书人更明事理、辨是非ꎬ更像是一

个受过教育的人———因为生活中的劳动使他们

获得了真正的教育ꎮ

二、当前儿童劳动教育的现状

传统农业社会ꎬ在教育上ꎬ家庭和学校分工

明确ꎬ “家庭负责劳动教育ꎬ学校负责书本教

育”ꎮ 然而ꎬ随着产业革命的加速发展ꎬ机器代替

手工劳动ꎬ生产趋于集中ꎬ由此也就改变了家庭

的功能ꎬ家庭不再是经济单位ꎬ也不再是培养人

的机构ꎬ而仅仅成为供人居住的场所ꎮ 社会的变

化直接带来了儿童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ꎮ 今天

的儿童基本不参与家庭日常劳动ꎬ这在客观上砍

断了儿童劳动教育的主要来源ꎬ剥夺了儿童接触

社会现实的机会ꎮ 他们失去了来自于日常劳动

的智力和品德训练ꎬ变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ꎬ饭
来张口、衣来伸手ꎬ养尊处优ꎬ有双手却不用ꎬ有
双脚却不走ꎬ完全与体力劳动隔绝ꎬ既怕弄坏衣

服ꎬ又怕流汗出力ꎬ嫌泥巴脏、嫌地里累ꎬ觉得劳

动丢人ꎬ怕小朋友看到会笑话自己ꎬ俨然一副“小
皇帝”“小公主”模样ꎮ 分不清菠菜和白菜ꎬ将鸡

蛋和鸭蛋混为一谈ꎬ常常问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

问题ꎬ缺乏起码的生活常识ꎮ 对此ꎬ陶行知的评

价一语中的、入木三分ꎬ“肩不能挑ꎬ手不能提ꎬ面
黄肌瘦ꎬ弱不禁风足也瘫了ꎬ手也瘫了ꎬ脑子

也用坏了ꎬ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ꎬ他们不仅不能

成为社会建设者ꎬ反而成为社会寄生虫ꎮ〔６〕

更重要的是ꎬ现在知识总量无限丰富ꎬ浩如

烟海、卷帙浩繁ꎬ知识以惊人的速度传播ꎬ旧知识

快速地被新知识替代ꎬ知识传播渠道非常多ꎬ各
种信息应有尽有、目不暇接ꎬ除了书籍之外ꎬ电
视、手机和电脑都是快捷的知识获得渠道ꎮ 然

而ꎬ我们的学校教育却落后于社会发展需要ꎬ没
有及时地对社会发展新情况作出反应ꎬ反而自顾

自地任由惰性和惯性推动ꎬ追求“两耳不闻窗外

事ꎬ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落后理想ꎮ 如果说传统

学校的教学以书本知识为中心ꎬ与儿童日常生活

不相干ꎬ以积累死的书本知识为目的ꎬ对儿童智

力和品德发展影响不大ꎬ是因为传统学校的这种

弊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儿童参与到家庭日常劳

动中来弥补———日常劳动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作

用ꎮ
时间倒退到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ꎬ家庭是主

要生产单位ꎮ 和衣、食、住、行有关的生活用品都

在家庭或邻里制作完成ꎮ 每个村子里都有作坊

和磨坊ꎬ用于榨油、酿酒、打铁、缝衣和制鞋等ꎮ
村和村相邻ꎬ阡陌交通、鸡犬之声相闻ꎮ 物品都

在本村或邻近村子中完成生产和买卖ꎬ而非直接

从超市买来ꎬ儿童不仅看到了生产的全过程ꎬ甚
—３３１—

社会问题视域下的学校劳动教育



至亲自参与到制作过程中ꎮ 例如ꎬ怎样将采收回

来的棉花纺成线ꎬ棉线怎样纺织成布匹ꎬ布匹怎

样剪裁成合身的衣服ꎮ 怎样种植小麦ꎬ小麦怎样

在磨坊磨成面粉ꎬ面粉怎样进行揉搓、切割、晾晒

而成为锅里的面条ꎬ如此等等ꎮ 在日常劳动中ꎬ
生活向儿童展开ꎬ直接呈现在儿童眼前ꎬ人与自

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充分体现出来ꎬ一览无

遗ꎮ
工业化大生产ꎬ机械工人替代手工工人ꎬ一

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消逝了ꎬ世外桃源般

的生活渐行渐远ꎮ 今天ꎬ儿童失去了参与家庭日

常劳动的机会ꎬ导致他们不了解生活的世界ꎬ不
明白为什么成人要做这些事ꎬ为什么要如此做ꎬ
对社会现实缺乏起码的洞察力和判断力ꎮ 今天ꎬ
各种生活必需品都可以直接从超市购买而非自

家或邻近作坊生产ꎮ 即便有一些作坊存在ꎬ也都

是机械化和半自动化生产ꎬ不同于往日的简单手

工生产ꎬ儿童看到的仅仅是成品ꎬ只看得到小麦

被装入料斗和磨好的面粉自动地装入到桶里ꎬ看
不到整个的生产过程ꎬ看不到小麦如何被播种和

收割ꎬ如何被送到磨坊研磨ꎬ然后ꎬ利用风车和簸

箕将粗皮除去ꎬ被石磨磨制成面粉ꎬ最后被制作

成我们吃的面条、包子和馒头ꎮ 无中不能生有ꎮ
缺少劳动机会ꎬ儿童完全不理解“汗滴禾下土”
“粒粒皆辛苦”的道理ꎬ将好逸恶劳、奢侈浪费视

作理所当然ꎬ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无从谈起ꎮ 缺

少劳动的机会ꎬ儿童对生活一无所知ꎮ 米面、油
盐、酱醋、鸡鸭鱼肉从何而来? 又销往何处? 瓜

果蔬菜如何长大? 又如何被运送到超市出售?
衣帽鞋袜如何被制作而成? 又如何来到自己的

家中? 在儿童眼中ꎬ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理所当

然、从来如此ꎬ仿佛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的ꎬ不理

解“幸福靠双手创造”的道理ꎮ 一些儿童开始贪

图享乐ꎬ变得自私自利ꎬ连扫帚倒了都懒得扶一

下ꎬ怕累、怕苦ꎬ不知道勤劳和节约为何物ꎬ眼高

手低ꎬ一遇到困难就退缩ꎬ以自我为中心ꎬ只知道

索取而不知道责任ꎮ 更严重的是ꎬ劳动机会的缺

失ꎬ儿童的精力得不到合理的释放ꎬ正常的动手

需要得不到满足ꎬ一些儿童便开始调皮捣蛋、惹
是生非、打架斗殴ꎬ发泄过剩的精力ꎮ 也由于缺

乏劳动锻炼的机会ꎬ儿童肥胖问题严重ꎮ 当前ꎬ
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ꎮ 儿童是社

会的未来ꎬ如果说年轻一代对生活茫然无知ꎬ对
劳动持一种轻视和厌恶的态度ꎬ我们又如何奢望

他们长大以后能够通过诚实劳动、辛勤劳动去创

造更加美好的社会ꎬ又如何奢望他们为社会、为
人类作贡献?

总之ꎬ在传统农业社会ꎬ学校与家庭各司其

职ꎬ“家庭负责劳动教育ꎬ学校负责书本教育”ꎬ
这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ꎮ 然而ꎬ随着工业化大

生产的发展ꎬ社会变革带来了儿童日常生活方式

的改变ꎬ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那部分教育影响消

失了ꎬ这无疑截断了儿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ꎬ儿
童智力和品德训练缺少了来源ꎬ成为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如果学校仍然仅仅专

注于书本知识积累ꎬ固执地延续“书中自有黄金

屋ꎬ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传统教育理想ꎬ这无疑是

灾难性的ꎮ

三、当前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的对策

在儿童需要得不到满足而走上歧途之前ꎬ学
校越来越被认为是满足儿童需要的最有效果和

最有效率的环境ꎮ “大儿锄豆溪东ꎬ中儿正织鸡

笼”“童孙未解供耕织ꎬ也傍桑阴学种瓜”的年

代ꎬ肯定是回不去了ꎮ 社会肯定是要向前发展

的ꎬ它不会因为我们的留恋而停滞ꎮ 唯一的解决

办法是ꎬ学校开设劳动教育ꎬ弥补家庭劳动教育

的缺失ꎮ
(一)学校应该引入典型的社会劳动ꎬ增进

儿童对社会生活本身的了解

学校应该引入和吃、穿、住、行有关的反映社

会生活的典型劳动ꎬ增进儿童对生活本身的了

解ꎮ 开设劳动教育ꎬ其最终的目的不在于帮助儿

童获得谋生的手艺或紧张书本学习之后的休闲ꎬ
而在于帮助儿童理解他作为一员存在于其中的

社会生活ꎮ 现代文明太纷繁、太复杂ꎬ超出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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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理解和接受能力ꎬ所以过早地引入现代文明

教育只会让儿童陷入思维混乱ꎮ 然而ꎬ与此不

同ꎬ吃、穿、住、行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基本生活样

态ꎬ是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的典型劳动形式ꎬ与
儿童的心理能力相适应ꎮ 无论是从种族还是个

体发展来看ꎬ吃穿住行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

教育价值ꎬ它们理应成为儿童理解社会生活的重

要途径和钥匙ꎮ
然而ꎬ仅仅引入典型社会劳动还不够ꎬ学校

还应该通过与之相应的历史、科学、地理和艺术

等课程的教学ꎬ将它们转化成有关科学的、历史

的、种族的和社会的对应物ꎬ帮助儿童了解典型

社会劳动背后的科学原理、事实依据和社会意

义ꎮ 让儿童不仅知道社会劳动怎么做ꎬ而且知道

为什么这么做ꎬ提供他们劳动的动机和目的ꎬ强
化他们劳动兴趣ꎬ帮助他们明白劳动的意义ꎬ使
儿童不仅成为生活的享受者和文明的继承者ꎬ更
成为未来美好生活的创造者ꎮ 比如ꎬ家畜饲养ꎬ
应该帮助儿童了解人类驯养家畜的历史ꎬ家畜驯

养与人类种族演化的关系ꎬ日常家畜的品种以及

各自的营养优势、生长周期ꎬ家畜肉制品的生产、
运输和销售ꎬ相关食品的营养和制作过程ꎬ家畜

的疾病防治等ꎮ 比如ꎬ蔬菜种植ꎬ以典型案例的

方式帮助儿童了解人类蔬菜种植的历史及演进

过程ꎬ如何选种、培育ꎬ如何提高水稻、棉花和花

生的产量ꎬ预防病虫害ꎬ植物生长与地理环境的

关系ꎬ各种食物的营养成分ꎬ不同作物的经济价

值、主要产区ꎬ相关食品的加工和保存等ꎬ这其中

就包含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政
治学、历史学、营销学等多种学科事实和原理ꎮ

将反映成人生活的典型社会劳动复现出来ꎬ
其最终目的在于ꎬ重现社会生活ꎬ让儿童重新经

历生活之所以成为生活的过程ꎬ重新体验人类种

族通过劳动创造文明的过程ꎬ使劳动教育真正成

为儿童了解社会生活的钥匙ꎮ 了解不同时期和

不同地域人类劳动的类型、方法和样式的历史演

化ꎬ找出其中的差异ꎬ探究造成这种劳动差异的

原因ꎬ如人类历史经历了哪几次重要的劳动生产

方式变革ꎬ有哪些重要的科学发明和创造ꎬ人类

种族经历了哪几次重要的劳动工具改造ꎬ动机是

什么ꎬ怎样改造的ꎬ如何进一步改进现在的劳动

方法、工具和技术ꎬ等等ꎮ 在本质上ꎬ任何身体技

能之所以值得学习ꎬ其根本价值在智力和道德方

面ꎮ 对成人而言ꎬ劳动的世界可能枯燥乏味ꎬ是
不得不完成的任务ꎮ 由于解除了经济压力ꎬ对儿

童而言ꎬ劳动的世界却成为一个奇妙的充满着各

种变化的世界ꎮ 从心理学上讲ꎬ儿童对他们需要

了解的东西感兴趣ꎮ 他们的兴趣和他们的需要

是一致的ꎬ否则ꎬ他们便存活不了ꎮ 吃穿住行是

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ꎬ是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维

度ꎬ在人类种族演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ꎬ
人类过去的生活依赖于它们ꎬ现在和未来的生活

同样依赖于它们ꎬ它们应当成为儿童洞悉社会生

活的线索和密码ꎮ 对它们ꎬ儿童最熟悉ꎬ与他们

的生活最接近ꎬ是他们急切想了解的东西ꎮ 所

以ꎬ当前ꎬ学校引入和吃穿住行等有关的典型社

会劳动ꎬ不仅符合儿童自然的兴趣和需要ꎬ满足

儿童的好奇心ꎬ还能够增进儿童的社会兴趣、社
会智力和社会同情心ꎮ

(二)学校应该通过劳动统整各科ꎬ改变传

统学校教育的外在书本知识灌输方式

旧瓶不能装新酒ꎮ 学校推行劳动教育ꎬ不是

简单地在原有课程基础上增加一门新的课程ꎬ完
全与其他知识类课程不相干ꎬ而是通过劳动统整

各科教学ꎬ改变纯粹的书本知识教育ꎮ 众所周

知ꎬ传统教育将劳动课程与知识类课程人为对立

起来ꎬ泾渭分明ꎮ 与此不同ꎬ当前学校劳动教育

应该与知识类课程充分整合起来ꎬ通过劳动教育

为书本知识的学习提供意义和动机ꎬ用理论指导

劳动教育ꎬ避免劳动教育的机械化、技能化ꎬ内在

地将理论与实践、动手与动脑有机结合起来ꎮ 即

通过劳动引入书本知识ꎬ使书本知识在劳动中得

到运用ꎮ 让儿童的双手成为知识的真正来源ꎬ通
过动手去亲自发现和探究知识ꎬ大脑指挥双手ꎬ
双手执行大脑的指令ꎬ将知与行统一起来ꎮ 比

如ꎬ用缝纫统整数学、地理和历史ꎬ用烹饪统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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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数学和历史ꎬ用园艺统整化学、生物和地理

等ꎮ 众所周知ꎬ小学数学课中关于分数的教学比

较枯燥乏味ꎬ学生学得心不在焉ꎬ教师教得有气

无力ꎮ 而一旦将劳动教育与数学课程统整ꎬ在缝

纫中引入分数ꎬ分数就成为必须了解的知识ꎬ儿
童在给家人缝制衣服的过程中ꎬ自然而然地掌握

了分数概念ꎬ不需要再借助于人为强迫或“贿

赂”来提供外在学习动机ꎮ 换句话说ꎬ用劳动统

整各科教学ꎬ可以改变数学、历史和物理等纯粹

知识教学的外在性和人为性ꎬ让儿童看到科学事

实和原理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运用ꎬ这样一

来ꎬ他们自然愿意学习ꎬ学习成为了自觉的行为ꎬ
是实现自身兴趣的一部分ꎬ他们付出努力ꎬ全情

投入、专心致志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成为自然而

然的结果ꎬ而非一个专门的人为目标ꎬ改变传统

学校教育的外在书本知识灌输状况ꎮ
从本质上看ꎬ劳动教育与书本知识学习紧密

相关ꎬ而非通常所认为的相互排斥的关系ꎮ 劳动

教育需要知识类学科来丰富和深化ꎬ而知识类教

育需要劳动教育提供目的和动机ꎮ 一方面ꎬ知识

类课程为劳动教育提供原则和理论ꎬ丰富和阐释

劳动过程中的事实和现象ꎮ 否则ꎬ劳动教育就很

容易沦为机械技能操练ꎬ即通常所说的学徒跟着

师傅学手艺ꎮ 另一方面ꎬ劳动教育为生物学、营
养学、植物学、地理学和化学等知识类课程的学

习提供第一手经验和真实的目的、动机ꎮ 否则ꎬ
知识类学科的学习就是外在的强加ꎬ儿童不感兴

趣ꎮ 事实上ꎬ儿童主要的学习方式是 “从做中

学”ꎮ 通过双手去探究和发现书本上学到的科学

事实和原理ꎬ又将学到的科学事实和原理运用到

实践中加以检验ꎬ这样获得的知识符合儿童的学

习特点ꎬ既真实又有意义ꎬ与那些仅仅通过外在

灌输而获得的呆板的、抽象的知识相比ꎬ完全是

两回事ꎮ 这既是一种目的和方法的不同ꎬ更是一

种精神和态度的不同ꎮ 心理学研究指出ꎬ儿童有

做事情的需要ꎬ年龄越小ꎬ这种需要越强烈ꎮ 正

确地利用这种需要不仅能够减少知识学习的抽

象性和强制性ꎬ还能够帮助儿童形成勤于动手和

热爱劳动的习惯ꎮ 相反ꎬ无视或轻视这种需要ꎬ
纯粹书本知识灌输必然遭到儿童的排斥ꎬ成为一

种负担和不得不承受的苦工ꎮ 这样一来的结果

就是儿童智力和品德的分裂ꎬ造成注意力分散和

精力浪费ꎮ
(三)学校应该提供劳动场所、材料和设备ꎬ

确保儿童充分的动手实践机会

“儿童的智慧在他的手指尖上ꎮ” 〔７〕 然而ꎬ传
统教育观将学校作为静听的场所ꎬ轻视或忽略劳

动教育ꎬ认为劳动简直是浪费时间ꎬ甚至是书本

知识学习的干扰ꎬ人为地将动手和动脑对立起

来ꎮ 因此ꎬ传统学校在装备上仅仅只有课桌椅和

黑板ꎬ服务于静听的目的ꎬ缺乏必需的劳动场地、
工具、材料和设备ꎮ 换句话说ꎬ传统学校是专门

为静听作准备的ꎬ知识的积累和占有仅仅用于炫

耀和考试ꎬ不能运用到实际生活中ꎬ也不影响行

为ꎬ光想不做、光说不做ꎬ坐而论道ꎮ 儿童的双手

被束缚起来ꎬ背在身后ꎬ课桌椅被固定ꎬ眼睛不能

斜视ꎬ脑袋不能随意转动ꎬ嘴巴不能随意发出声

音ꎬ除非教师同意ꎬ不允许儿童走动ꎬ教室被挤得

水泄不通ꎬ没有多余的空间ꎬ仅仅容得下一个人

坐下来ꎬ连起码的转身都困难ꎬ更别说动手劳动ꎮ
无论从种族还是个体发展来看ꎬ劳动都是人的基

本需要ꎮ 儿童有积极的动手愿望和倾向ꎬ无论如

何ꎬ这种愿望和倾向是不可能被压制住的ꎮ 课堂

上儿童频繁出现的“小动作”就是他们被压抑的

动手愿望的扭曲表达ꎮ 死读书、读死书ꎬ纸上谈

兵ꎬ仅仅通过书本ꎬ永远学不会生活ꎮ 陶行知说

过ꎬ“事怎样做就怎样学ꎬ怎样学就怎样教ꎮ”静

听与儿童本性相违背ꎬ禁锢儿童的双手ꎬ束缚他

们的身体ꎬ是对儿童身心的严重摧残ꎬ导致其身

体的孱弱和思维的呆滞ꎮ
传统官能心理学将身体与思维对立起来ꎬ作

为互不相关的两个方面ꎬ是错误的和有害的ꎮ 现

代心理学研究表明ꎬ身与心是一体的ꎬ它们紧密

相关ꎬ身体获得了正常的发展ꎬ心灵和思维才能

获得正常的发展ꎬ一旦身体正常的需要得不到满

足ꎬ心灵和思维的发展必定受到阻碍和限制ꎮ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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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我们周围的儿童ꎬ那些勤于动手的孩子往往比

那些少动手或基本不动手的孩子思维更活跃、更
灵活ꎬ表现得更机灵ꎮ 我们常常说ꎬ心灵手巧ꎬ其
实ꎬ这句话反过来说ꎬ“手巧心灵”也是有正确心

理学根据的ꎬ遗憾的是ꎬ这个道理至今还没有被

充分认识到ꎮ 在传统学校ꎬ儿童完全没有动手的

机会ꎬ死记硬背是唯一的学习方式ꎮ 没有场所让

儿童动手ꎬ教室空间只够容身ꎬ连走廊都挤满了

人ꎮ 没有材料让儿童动手ꎬ书本是唯一的材料ꎮ
儿童的双手因为长期不用而变得僵硬、笨拙ꎬ缺
乏灵活性ꎬ身体因为长期缺乏锻炼而变得弱不禁

风ꎬ思维因为长期不用而变得呆滞、麻木ꎬ缺乏应

有的活跃和敏锐ꎮ 也由于儿童缺乏动手的机会ꎬ
他们的想法不能付诸实践ꎬ他们的情感不能获得

自由的表达ꎮ〔８〕儿童经受着身心的双重折磨ꎬ郁
郁寡欢ꎮ 儿童值得真正的快乐ꎮ 儿童真正的快

乐应该来自于他们自由地、完全地运用双手去做

那些他们想做的事情ꎬ去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思

想和情感ꎮ
更重要的是ꎬ从道德培养来看ꎬ儿童热爱劳

动的习惯应该尽早养成ꎬ错过了劳动习惯养成的

最佳时机ꎬ需要比原来多付出一百倍的努力去培

养ꎮ 在儿童小时候想劳动的时候不让他们劳动ꎬ
等到他们长大不想劳动的时候再让他们劳动ꎬ已
经太迟了ꎬ他们的贪图享乐、懒惰自私、麻木冷漠

的习惯和态度已经养成ꎮ 然而ꎬ真正有效的思维

和品德训练需要相关的材料ꎬ依赖于儿童对材料

的选择和组织从而达到有价值的目的ꎬ它不可能

在静听的环境中完成ꎮ 因此ꎬ为了适应社会变

革ꎬ补偿儿童日常劳动机会的剥夺ꎬ当前ꎬ学校不

仅应该开设劳动教育课程ꎬ还应该提供必需的劳

动条件和环境———开发劳动教育基地ꎬ包括手工

坊、实验室和车间ꎬ配置劳动教育所需要的材料、
设备和仪器ꎬ确保儿童能够真正的动手动脑ꎬ丰
富和改造他们的智力和品德经验ꎮ 这样一来ꎬ蔬
菜的种植ꎬ不再是被动地听老师讲ꎬ而是到实验

田里亲自动手ꎬ用锄头挖地ꎬ用镰刀除草ꎬ用铲子

培土ꎬ用双手捉虫ꎬ用耙子松土ꎮ 鸡鸭的饲养ꎬ不
再是通过抽象文字描述或简单的图片展示ꎬ在头

脑中去想象鸡鸭的生长ꎬ而是亲自控制温度和湿

度ꎬ记录孵化周期ꎬ给鸡鸭打疫苗、喂水、拌食和

打扫鸡舍等ꎮ
总之ꎬ社会在发展ꎬ学校必须与时俱进ꎮ 在

看到儿童被剥夺劳动机会而变得四肢不勤、五谷

不分的时候ꎬ学校却仍然自顾自地做那些习惯做

的事情ꎬ这无疑是在阻碍而非促进儿童的发展ꎬ
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人为障碍ꎮ 换句话说ꎬ
当前ꎬ学校开设劳动教育ꎬ它已经不是一个教育

问题ꎬ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社会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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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视域下的学校劳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