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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教育部正式印发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将劳动
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
完全独立出来，并发布《义务教
育 劳 动 课 程 标 准 （2022 年
版）》。今秋开学起，劳动课将正
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
程。对新方案的这一变化，不少
70 后 80 后网友直呼： 多年前
的劳动课，如今又回来啦！做扫
帚、学剪纸、扫操场、捡煤渣
……这是过去的劳动课；随着
时代的发展变迁，如今孩子们
的劳动课会是怎样的呢？
什么是
“
劳动课程”？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以丰富开放
的劳动项目为载体， 重点是有目的、
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
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
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
意志，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
良好的劳动品质。
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劳动课
程平均每周不少于 1 课时，用于活动
策划、技能指导、练习实践、总结交流
等。 同时，这门课程注重评价内容多
维、评价方法多样、评价主体多元。

劳动课程有哪些内容？

，

劳动课程内容共设置十个任务
群，每个任务群由若干项目组成。 日常
生活劳动包括清洁与卫生、 整理与收
纳、烹饪与营养、家用器具使用与维护
四个任务群。 生产劳动包括农业生产
劳动、传统工艺制作、工业生产劳动、
新技术体验与应用四个任务群。 服务
性劳动包括现代服务业劳动、 公益劳
动与志愿服务两个任务群。
学校可结合实际，在不同学段自
主选择确定任务群学习数量。
比如，在烹饪方面：
第一学段 （一—二年级），要参
与简单的家庭烹饪劳动， 如择菜、洗
菜等；
第二学段 （三—四年级）， 学会
做凉拌菜、拼盘，学会蒸、煮的方法，
如加热馒头、包子，煮鸡蛋、水饺等；
第三学段（五—六年级），做 2—3
道家常菜，如西红柿炒鸡蛋、煎鸡蛋、
炖骨头汤等，还要会设计一顿营养食
谱；
第四学段（七—九年级），能设计
一日三餐的食谱，独立制作午餐或晚
餐中的 3—4 道菜等。
在农业生产劳动方面：
第一学段（一—二年级），种植和
养护 1—2 种植物或饲养 1—2 种小
动物；
第二学段（三—四年级），体验种
植蔬菜、饲养家禽等；
第三学段（五—六年级），种植与
养护 1—2 种当地常见的蔬菜、 盆栽
花草、果树等，或根据区域相关规定，
合法合规饲养 1—2 种常见家畜，如
兔、羊等；
第四学段（七—九年级），体验当
地常见的种植、 养殖等生产劳动，开
展组合盆栽、 农副产品保鲜与加工、
水产养殖、稻田养殖等劳动实践等。
除了烹饪和农业劳动，《义务教
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还从家
用器具使用与维护、 传统工艺制作、
工业生产劳动、 现代服务业劳动、公
益劳动与志愿服务等方面，对每个学
段作出了不同的规划。 （本报综合）

达州市 2022 年
中考政策出炉
日前，达州市教育局公布了
2022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统一
考试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
中考）相关政策，敬请学生及家
长注意。

考试时间及科目
考试时间：6 月 13 日上午考
试语文， 下午合堂考试物理、化
学、 生物；6 月 14 日上午考试数
学， 下午合堂考试道德与法治、
历史、 地理；6 月 15 日上午考试
外语。 物理化学操作考试、体育
与健康技能考试于 5 月底前完
成。
考试科目及分值： 语文、数
学、外语分值各为 120 分，物理
85 分、化学 75 分、生物 30 分，道
德与法治、历史各为 55 分、地理
30 分，物理、化学操作考试各为
10 分， 体育与健康技能考试 70
分，合计 780 分。
音乐、美术、综合实践活动
及校本课程等考查科目，不统一
进行考试， 由学校组织考查，考
查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相关内容。

录取办法
普通高中录取工作分两个
阶段集中进行。 第一阶段为现场
统一录取，按考生中考成绩和志
愿顺序统一录取。 第二阶段为网
上审核式补录。 定向分配计划录
取以初中学校为单位，依据学生
中考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

按学生志愿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最低可在志愿学校最低录取控
制等级下降低一个等级录取。 艺
体特长生录取按达州市艺体特
长生招生入学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执行，录取到省级示范性高
中的特长生文化成绩不低于 B4
等级。
职业学校录取由市教育局、
市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录取工
作，依据学生志愿、成绩等级统
一录取。 各职业学校要严格按照
《达州市中等职业学校新生录取
花名册》 进行新生注册学籍，不
得抢注录取到其他学校的学生
学籍，杜绝相互挖学生、买卖生
源等乱象。 为落实国家对中职生
的相关资助政策， 避免重复录
取， 未办理录取手续的中职学
生，不能取得学籍。

录取结果公布
录取结果由市教育局统一
通过“达州教育”微信公众号公
布，同时由县（市、区）教科局（教
育局）向各初中毕业学校发送录
取结果，考生可通过网络、初中
就读学校查询录取结果。 各普通
高中学校应按市上统一录取结
果发放录取通知书，并及时送达
考生本人和监护人，普通高中学
校的高一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到
校办理入学手续。 中职类考生录
取通知方式按省、市招生考试机
构的规定进行。
（本报记者）

教 育 短 波

达一中学生
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启动

本报讯 近日，达州市第一中学校学
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正式启动。 凤凰校
区初一年级十个班至此将各自拥有了一
块“自留地”，也开启了人生中自力更生
的第一步。
达一中党委书记、 校长向绍江在讲
话中希望同学们能够充分利用劳动教育
实践基地的平台，认真学习种植知识，掌
握种植技能，体验种植的喜悦，培养自己
勇于实践的精神， 将中华民族热爱劳动
的传统美德永远传承下去。
启动仪式以“劳以树德、劳以增智、
劳以强体、劳以育美”为主题，现场进行
了传统农具实物和图片展， 学校领导向
各班级进行了授牌。 启动仪式结束后，在
学校领导和教师的率先垂范下、 在校外
农技辅导员精心指导下， 同学们一起动
手，松土的松土、丈量窝距的丈量窝距，
插苗的插苗、浇水的浇水，场面一片热火
（一中）
朝天，充满着激情与活力。

结对共建聚合力
党建引领促发展
本报讯 近日，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
第一党支部与风华职校党支部联合开展
了党建结对活动。
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党委专职副书
记胡勇要求学校教职工要围绕“四心”作
风问题教育整顿目标，认真对照检查，主
动作为，争做
“
四有”好老师。 希望风华职
校的领导和老师对该校发展献言献策，
共同发展、共同提高。 王学平书记给大家
分享了“狠抓‘四心’作风教育整顿，着力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党课。
两校党员同志以“如何深入推进‘四
心’作风建设，深化党风廉政建设”为主
题开展了讨论活动。 表示将把“四心”作
风建设贯穿教学工作中，严于律己，不断
提升理论素养、 党性修养和工作能力。
（龙敏 张军）

通川区实验小学校
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

列活动。
此次感恩母亲节系列教育活动，使
全体学生树立了感恩之心， 知道如何孝
敬父母、尊敬长辈，并把这种爱加以延伸，
能够感恩帮助过自己的人， 学会关心他
（刘真）
人、知恩图报。

通川区罗江八一希望学校
讲清廉故事 传将军精神
本报讯 进入夏季， 天气逐渐转热，
溺水事故又进入高发季。 为切实加强防
范，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达州市通川区
实验小学校于 2022 年初夏在全校组织
开展了形式多样防溺水安全教育。
近段时间，学校利用 LED、展板、黑板
报宣传防溺水教育； 让学生签订防溺水
承诺书，向家长发放防溺水告家长书；在
州河该校管控地段安装防溺水安全教育
（胡强）
标识。

本报讯 在第十二个反腐倡廉宣传
月来临之际， 为进一步营造崇廉尚洁校
园氛围，提高廉洁文化宣传的影响力，通
川区罗江八一希望学校近日在全校范围
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以“讲清廉故事，传
将军精神”为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培育
廉洁的道德观念， 在孩子心中播撒廉洁
的种子。

通川区三小开展
“
母亲节”主题系列活动
本报讯 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让学
生懂得感恩， 从小养成孝敬长辈的良好
品德，做一个心存感恩的人，通川区三小
近日开展了“温情五月感恩母亲”主题系

通过一系列接地气、 聚人气的宣传
教育活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所
有孩童了解清廉故事， 营造浓厚的倡廉
氛围， 让廉洁之花盛开在每一位八一娃
（郑唤真）
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