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对劳动和劳动教育作出重要论述[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新时
代劳动教育做出了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推进劳动教育从隐性融入到显性推进。 高校劳动教

育在满足国家教育标准之外，因发展定位不同而存在差异[2]。 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

应用型本科高校，深入推进劳动教育，既是新时代党对教育的新要求，也是应用型高校高质
量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和高质量人才目标达成的应有之义。 本文以山东管理学院为例，解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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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入推进劳动教育，既是新时代党对教育的新要求，也是应用型高校高质量人才
培养体系建设和人才目标达成的应有之义。 本文以山东管理学院为例，梳理其劳动情怀涵养教育
的发展历程，解析其劳动情怀涵养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践路径：“一情怀、三劳动、五能力”的目标
体系、“三三三”的课程体系、“三内容、四阶段、五模块、七融入”的活动体系、多元参与交叉评定的
评价体系、基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保障体系。 针对新时代应用型本科高校劳动教育推进的集体困
境，提出深化的路径建议：推进劳动教育协同治理效能的充分释放，提高校内外的协同度；加强劳
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提升劳动教育的融合度；完善劳动教育考核体系，增强劳动教育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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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应用型本科高校劳动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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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东管理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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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教育推进改革中的研究与实践， 以期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劳动教育价值意蕴的理论认

识，优化应用型本科高校劳动教育的实践方略。
一、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理念透视

（一）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回归
“劳动”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理论体系中[3]，马克思、恩格斯创

造性地提出了劳动形成人的本质论断。 劳动是人类特有的一项有目的、有意识、能够满足自
身需求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人们在劳动中不断创新生

产工具，作用于生产资料，并与其他人形成合作、买卖、竞争等关系，从而产生和积累财富，在

完成这一系列社会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人的本质[4]。 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人类在不同社
会形态中的劳动状态不同，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亦不同，通过劳动实现个体发展的程度必

然存在差异。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才能够“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完整的人，占有自
己的本质”[5]。 因此，人既是劳动的主体，也是劳动成果的享有者，成为“自由的、全面发展的

人”是人类劳动的终极目的，站在劳动统一于人类发展与社会生产发展过程的高度来看待劳
动的价值，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的基本要义。

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劳动教育的价值观。 “从工厂制度中萌发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
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

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6]因此，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而劳动教育之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个

体的劳动技能、智力发展，也有助于增强个体体能。 马克思主义从人的本质生成和人的发展
内在机理的视角对劳动和“以劳促全”的阐释，明确了劳动教育的品格和价值旨归，为新时代

我国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总体上我国高度重视劳动教育，但也一度出现过混沌和迷茫，导致劳

动教育陷入“四化”倾向，即弱化、软化、淡化和异化，对各级各类人才培养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党的十八大为转折点，劳动的地位和劳动教育的价值持续复归和彰显。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

国家层面强调了崇劳尚能的劳动主张； 习近平在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
信中重申了“四最”的劳动价值观 [7]；全国教育大会首次把劳动教育纳入党的教育方针 [8]；《意

见》开启了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推进五育并举的人才培养思路，基本建构形成了新时代劳
动教育的价值体系和政策体系。

概言之，新时代劳动教育是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以塑造劳
动观念、传递劳动知识、传授劳动技能、端正劳动态度和培养劳动习惯等为主要内容，旨在系

统提升受教育者的劳动素质，促进其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9]。 以习近平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

论述为核心的新时代劳动教育理论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 且赋予了劳动
教育新的时代内涵，将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丰富拓展为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

育美。 以劳树德,旨在塑造和涵养学生的社会主义劳动观，是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基石；以
劳增智,引导学生在“知行合一”中增强专业智能，是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主体内容；以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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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明确劳动是增强体质的重要途径，是对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的践行；以劳育美,在劳动中
培养学生“审美”意识和“创美”能力，饱含对高校创新劳动的新期待。 新时代劳动教育观阐释
了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的内在逻辑，还原了劳动教育劳动性和教育性的双重属性，也拓展了

劳动教育价值当代传承的实践路径和新型样态。
（二）新时代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劳动教育的应然与必然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三大特性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理念及路径存在高度一致性。 新
时代劳动教育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鲜明的思想性。 劳动教育兼有劳动性和教育性的双重
属性，不仅指向劳动技能的培养，还要以劳树德，这与应用型高校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根本

任务一脉相承。二是突出的社会性。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生产实践的直接联系，在劳动
中推进个体社会化，与应用型高校开放性的人才培养观和多元化的协同育人路径相辅相成。

三是显著的实践性。 以动手实践为主要方式，引导学生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学会建设世界，
是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题中之义。 因此，劳动教育是应用型本科高校“五育并举”的组成部

分，契合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理念，丰富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手段、载体和路径；同时，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理念及实现路径也赋予了劳动教育更高的使命和价值。

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的实然困境与劳动精神的缺失具有内在一致性。 应用型本科
高校人才培养力求解决但尚未突破的困境是普遍存在的重知识养成、轻能力塑造，重理论学

习、轻实践探索的现状。 这与应用型高校劳动精神的缺失密不可分，亦即劳模精神、工匠精

神、奋斗精神及创新精神缺失[10]。从某种意义上说，应用型本科高校理念的提出和发展是对劳
动精神缺失的回应和补偿性落实。 因此，只有站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及其达成过程的双重

角度，看待劳动教育对于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才能更好地推进劳动教育在应用
型本科高校的创造性、有效性开展。

二、山东管理学院劳动情怀涵养教育的探索历程
山东管理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具有工会背景的省属公办本科高校， 学校的诞生根植于工

会，其发展亦得益于工会支持，而工会是党连接、服务亿万劳动者的桥梁和纽带。 因此，学校具

有开展劳动教育的基因使命与独特优势， 也一直将劳动教育和劳动类学科专业建设作为反哺
工会的条件基础和办学底色。 2013年，劳动关系专业顺理成章地成为学校改建本科后的首批

本科专业，也是当时全国首批、山东省唯一的专业类别；2015年，该专业获批山东省普通本科
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专业发展支持计划资助专业；2019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20年，劳动权益保障与维护课程获批山东省社区教育优秀课程资源，相关课程亦率先纳入
混合式课程改革、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多年来，学校逐步积累形成了支撑劳动类学科专业发展

的特有优势，为劳动教育的开展奠定了课程、师资等方面的坚实基础。
学校劳动情怀涵养教育的探索从酝酿、确立到发展历经三个阶段，体现了“三个一脉相

承”：一是与党和国家对劳动教育的政策导向一脉相承，二是与对工会基因的传承发展一脉
相承，三是与学校应用型办学定位和劳动情怀深厚的人才培养特色一脉相承。

（一）使命传承期（2018年以前）：任务驱动，精神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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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承担工会劳模工匠宣传任务的同时， 积极聘请劳模工匠担任学生德育或实践导

师，设立劳模讲堂，并推动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旨在对学生开展劳模精神的引导教育，让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锻造劳动品质和创新精神。 2017 年，为彰显“依托工会，突出特色，为经济社

会和谐发展服务”的办学方针，学校印发《服务工会行动计划》，提出“做好青年学生的‘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弘扬与培育……塑造学生‘工会情怀’‘劳动之魂’。 ”2018年，为

贯彻十九大关于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思想，出台《贯彻落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实施方
案》，进一步设计“开展好劳动教育，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引导广大师生员工树立
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涵养深厚的劳动情怀，努力使学校成为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探索

者、研究者、宣传者、实践者和推动者”。 并在习近平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回
信之际，召开实施方案推进会议，部署落实。

（二）改革规范期（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2020年底）：知行合一，传承传播
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劳动教育被赋予了新价值、新期待。同年底，学校修订 2019版人才

培养方案，提出“把‘劳动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劳动情怀深厚、专业知识扎实、实
践能力突出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人才培养定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构建

思政育人、专业育人、实践育人、劳动育人、文化育人的“五位一体”德育体系。 将“劳动情怀深
厚”纳入人才培养目标的“十八字方针”，把“突出劳动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八大基本原则之

一，体现了以劳动认知为基础、以劳动精神为引领的育人理念，确定了知行合一的劳动教育
课程体系和活动体系。 2020 年 4月，《意见》出台一个月之际，学校在山东省内高校率先出台
《加强劳动教育实施方案》，提出了 9大举措、19 项重点任务、6 大机制建设的系统部署，倡导

把加强劳动教育融入专业培养体系中来，更好发挥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价值。
（三）特色提升期（2020年底至今）：劳模工匠精神引领+劳动学科专业支撑的特色探寻
在“十四五”发展规划制定中，学校进一步凝练形成“传承工会基因，弘扬劳动精神，为地

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服务”的办学理念，旨在具备劳动学科、劳动类专业群、国家一流本科专

业、教学师资、研究机构和研究平台等优势条件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深耕劳动教育特色：一
是规划建设劳动关系专业群与劳模学院，厚实劳育条件基础；二是深化“劳动+”通识教育和
专业教育融合改革，加快推出体现地域文化的融合类、实践类课程，厚植劳育校本特色；三是
加快培育一流课程及教材，提升劳育内容。

三、山东管理学院劳动情怀涵养教育的体系构建与实践路径

新时代劳动教育体系设计须坚持三项基本原则：一是体现知行合一的教育规律，即对劳
动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双重价值意蕴提出要求。 二是重视劳动教育的现代化和时代性特征，亦

即劳动教育的手段、技术、内容、形式要与时俱进。 三是加强劳动教育资源的集成整合和协同
推进。 基于此，学校将劳动教育的推进完善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教学综合改革结合

起来，确立了“一贯穿”“两体系”“三结合”的劳动情怀涵养教育整体思路。
“一贯穿”即将劳动教育理念贯穿人才培养方案，将劳动精神的厚植基因式融入教学全

过程。 “两体系”即课程体系和活动体系两大实践路径。 “三结合”即构建课内课外相结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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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劳动思想教育，课外劳动实践动手能力）、线上线下相结合（创新劳动教育方式，推进混合

式教学改革，线上聆听劳模工匠故事、线下开展劳动实践及研学活动）、校内校外相结合（主
动挖掘劳动教育资源，强化校内外协同，将劳动教育场域从学校主战场扩大到家庭和社会，

建设校内劳动教育场所，拓展校外劳动教育基地，争取家庭教育的支持配合）的劳动教育实
现场域和空间体系，推进学生劳动思想建设和劳动能力提升。 在此基础上，形成劳动情怀涵

养教育的整体框架，并最终通过“学校—专业—课程—活动”四个层面,构建劳动教育体系的
实践路径[11]。 详见图 1。

图 1 山东管理学院劳动情怀涵养教育的体系构建与实践路径
（一）“一情怀、三劳动、五能力”的劳动情怀涵养教育的目标体系

“一情怀”即劳动情怀深厚，是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宏观设计，也是劳动教育本质的体
现；“三劳动”，即懂劳动（劳动认知）、会劳动（劳动技能）、爱劳动（劳动品质）三维递进的中观
劳动教育目标，是对“一情怀”的分层践行，也是劳动教育评价的依据；“五能力”即劳动审美

及传播能力、劳动创新能力、劳动危机应对能力、劳动权益保障能力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能
力，体现了学校劳育特色及目标达成微观层面的目标要求。

（二）“三三三”的劳动情怀涵养教育的课程体系
课程是知识教育的核心载体，必须牢固树立“课程劳育”意识[11]。 从具体形式上看，劳动教

育可以呈现为作为学科的劳动教育、作为实践活动的劳动教育和作为校本课程的劳动教育[12]。
因此，学校设立通识课程劳育+学科专业课程劳育+实践课程劳育“三类课程载体”；分别对应设

置或加强“三大建设模块”，即特色课程模块、思政课程模块、选修课程模块，教学内容模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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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模块、案例选择模块，基础实践模块、专业实践模块、综合实践模块；最终实现以劳赋能，

即实现劳育“三大功能”：劳动认知教育、劳动专业智能教育、劳动体验及创造。 详见图 1。
1.通识课程劳育。旨在普及劳动知识，促进劳动认知和劳动意识的觉醒，深化劳动价值的

塑造,有利于形成劳动教育理论指导和引领下的劳动者经验世界，指向现实中不尊重劳动者、
不尊重劳动成果、人的片面发展的教育实践困境[10]。

（1）特色课程模块。 在通识教育平台，发挥专业师资优势，开设劳动教育类通识必修课程
四门共计 2.5 个学分，包括《劳动精神传承与弘扬》《劳动意识培养与发展》《劳动创新思维培
育与践行》《劳动权益保障与维护》课程。 四门课程分别在大一至大四四个年级进行，体现了

分级劳育的目标要求。
（2）思政课程模块。 将劳动教育融入思政课堂，突出劳动价值观的引领。 一是构建基础

课、概论课、纲要课、原理课、形势与政策课同向但不同切入点的劳育融入体系。 基础课重在
以劳动为导向，培育奋进价值观；概论课以劳动为契机，实现课堂创新；纲要课以劳动为特

色，挖掘劳动楷模；原理课以劳动为主线，推动课程重构；形势与政策课以劳动为专题，厚植
劳动情怀，据此整合形成思政课程劳育案例集。 二是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发劳动教育线上开

放课程，把劳动教育理论知识点和劳模、工匠访谈录以微课形式提供给学生自主学习；线下
则组织开展话题讨论、撰写心得体会或调研报告。 三是组建教学团队，开发电子资源库，录制

《新时代劳动教育通论》线上课程，以全新、开放的手段呈现劳模、工匠特色资源。
（3）选修课程模块。 设置劳动教育课程模块，作为通识选修课程七大课程域之一，旨在推

进劳动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形成道德劳动—合法劳动—快乐劳动—创新劳动—安全劳

动的多维劳动教育内容体系。

2.学科专业课程劳育。 将劳动教育作为课程思政的一部分纳入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目

标，倡导找准各学科专业课程落实劳育目标的发力点，在教学内容选择、教学过程设计、案例
选取等环节，通过劳动教育资源的融入，强化专业劳动意识，提升专业劳动智能，以课程劳育

推进专业建设。 如，作为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的劳动关系专业，率先探索与实践劳动教育融
入专业课堂的系统性建设， 形成劳动科学课程、 劳动职业课程与劳动特色课程三位一体的

“劳动教育”特色课程体系。 目前初步形成了若干门课程劳育示范课程。

3.实践课程劳育。 突出实践教学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改革的重要途径。 实践课程劳育

旨在让劳动教育真实发生，注重与职业对接，注重创新创造，让学生在劳动体验中强化劳作
感、同理心，激发劳动内驱力和奋斗精神。 学生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主要服务领域为“家庭、

工业生产或实习基地、社会”，形成以“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为主要形态，“职业体
验劳动、创造性劳动”贯穿其中的整体劳动教育形态格局[11]。因此，学校在集中实践课程平台，
一是设置基础实践模块，开设了公益劳动特色课程，并设置 1 个学分，各二级学院结合学科

特点， 在第一至六学期课余时间， 以校外劳动锻炼为主要形式实施。 学校在驻地村落承包

3000 余亩荒山，打造校外劳动教育基地———双立教育基地，开设了农业种植、手工艺制作等

丰富多彩的劳动课程。 各二级学院划分了专属劳动责任田，组织学生循环劳动，探索具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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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专业特色的田间劳作模式。 如艺术学院开展了劳动体验与周边村落美化劳动实践；人文学

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组织劳动体验及视频制作劳动实践。 二是专业实践模块，将劳动教育融
入专业认知见习、专业实习实训、工程教育实践中。 三是综合实践模块，将劳动教育融入毕业

设计、毕业实习、专业综合实践等过程中。 专业实践劳动、综合实践劳动是高校劳动教育的特
有范畴，也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最后一公里”。 校院通过校内校外双循环，深化大学生专业

劳动与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结合、与职场劳动的结合。 除了加强校内实习实训中心、双创中心
建设外，学校积极推进产教融合，拓展校外专业劳动实践平台，构建“专业+产业园区”的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发展模式，支持学生开展专业劳动体验和创新实践。

（三）“三内容、四阶段、五模块、七融入”的劳动情怀涵养教育的活动体系
除了要加强劳动教育课程体系以外，还必须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将

劳动教育融入整个教育体系中去[10]。 为将劳动教育有机融入第二课堂，丰富劳动教育实践样
态，确保劳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学校做了系统设计：将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

务性劳动“三项内容”，有机融入学、思、践、悟“四个阶段”，通过第二课堂的思想政治与道德修
养、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社会工作与技能拓展

“五个模块”活动，在“七个融入”中具体落实，即劳动教育融入劳模工匠精神传承、融入党建、
融入养成教育、融入校园劳动文化建设、融入创新创业教育、融入社会实践、融入志愿服务。

在组织劳模大讲堂、工匠进校园的同时，开辟了近距离学习“振超精神”等走近劳模工匠的校
外学习路径，组织主题演讲、学习研讨等形式多样的劳动精神研学。 人文学院将劳动教育融
入到家国情怀，每个假期举办“读一本好书，干一次家务、做一项志愿服务、写一篇调查报告、

报道一则家乡新闻”的“五个一工程”劳动养成教育。 学校以匠心文化为核心，突出“劳动+”物
质文化建设，打造集劳动精神体验和文创展示于一体的匠心苑。

（四）多元参与交叉评定的劳动情怀涵养教育的评价体系
科学的评价体系是检验劳动教育有效性和持续改进的依据。 学校构建了以校、 院 （教

师）、相关企事业单位等为评价主体，指向劳动认知、劳动技能、劳动素养等评价内容，第一课
堂成绩单、劳动实践评定、第二课堂成绩单为评价形式的劳动情怀涵养教育的评价体系，在

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上开始了初步探索。
（五）基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劳动情怀涵养教育的保障体系
一是建立“一会四组”多元协同的组织保障机制。 加强劳动教育治理机构建设，设立劳动

教育委员会，统筹协调开展劳动教育相关工作；委员会下设教学、学生工作、科研与宣传四个
专项工作组，分别由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教师工作部（人事处）、教学督导与评价中心，学

生工作部（处）、团委和后勤管理处，科研处、齐鲁工匠研究院、工会理论研究院，党委宣传部
等牵头，明确责任分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二是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将劳动教育经费列入实

践教学专项经费，统筹管理，为校内外劳动教育活动开展和劳动教育设施建设、器材、耗材补
充等奠定了经费基础。

四、新时代应用型本科高校深化劳动教育的路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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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管理学院劳动教育改革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初步构建了劳动教育的良好生态。 形成
了基于学科专业的劳动教育特色实践品牌，如劳动关系学院“请跟我来”的常态化制度化劳动教
育方案及实践， 构建了实践劳动教育+聆听工匠故事+学习劳模事迹等多模块的课程及活动体
系，受到学生欢迎和媒体关注；涌现出了电商扶贫助农、大学生返乡调研等社会专业实践活动品
牌；相关劳动教育研究项目及成果受到教育部、教育厅等主管部门及专家同行的认可；公开出版
了劳育教材《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通论》，其线上课程也即将在中国大学慕课平台上线。 但很多
探索还在起步阶段，劳动教育的活力和有效性尚未充分彰显，这也是当前不少应用型本科高校
劳动教育实践的集体困境。 鉴于此，应用型本科高校劳动教育须在以下方面持续发力：

（一） 推进劳动教育协同治理效能的充分释放，提高校内外的协同度
一是加强校内协同。 劳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须深化思想认识，完善顶层设计，统筹推

进劳动教育协同治理，健全劳动教育委员会及章程建设，畅通协同工作机制；加强劳动教育
的系统性建构[13]，形成引导性组合政策，协同发布劳动教育清单，编写劳动教育指导手册，统
一规划劳动教育任务、要求及评价考核，克服高校劳动教育“混同化”“浅层化”“有劳动、无教
育”倾向 [13]。 二是加强学校劳动教育与家庭、社会的协同，吸引其充分参与到学生养成教育、
校外劳动实践督导评价中来。

（二） 加强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提升劳动教育的融合度
一是与职业劳动的融合。 加强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增加劳动教育课程域课程门类，满足

学生对接职业劳动的多样化选择需求。二是与自身优势的融合。如山东管理学院持续探索激
活工会的平台优势，将“劳模工匠进校园”“劳模工匠与学生面对面”有机纳入通识或专业课
程内容及相关模块，健全常态化制度化机制，发挥榜样力量对学生劳动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三是与学生生活和兴趣的融合。 通过与区域特色相结合，与非遗传承相结合，推进开设融合
类劳动实践课程， 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求， 提升学生劳动技能和动手操作能力的养
成。 四是与专业实践和创新实践的融合。 劳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对高校的教学、科研与生产
实践的结合提出反向深度要求，劳动教育的社会性、实践性要求高校在教学中要突出理论联
系实践，突出与专业实践和创新实践的结合，高校专业实践的应用性、创造性要求教师重视
在带领学生专业生产实践中进行生产劳动，在科研创新实践中提升劳动教育的水平。 因此，
要切实加强应用型高校专业实践劳动和创新实践劳动课程建设。

（三） 完善劳动教育考核评价，增强劳动教育的效度
研制劳动教育评价办法，立足评价强引导、抓落实、促改进。 统筹制定劳动教育考核评价

指标及权重比例，使之能有效反映学生劳动观念、劳动品质、劳动技能的动态提升情况，并将
考核结果有机融入学生综合素养考核，与学生评选表彰挂钩，以不断增强学生投身劳动理论
学习及实践活动的内驱力，提升劳动育人的实效性。 在这方面，西南大学“基于专业成长的大
学生劳动素养”评价标准及实践，为应用型高校劳动教育评价开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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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Labor Education in Application-
Oriente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ake Shandong Management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Zou kunping, Li Quanhai, Xiao Junru
(Shandong Management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250357）

Abstract: To further promote labor education is not only to implement the Party's new requirements f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the due mea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quality talent training system and the
achievement of talent goal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Taking Shandong Management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mb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ts self -cultivation education of labor dedication,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path of self -cultivation education of labor dedication system: the target
system of "one feeling, three kinds of labor and five abilities";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triple three"; the activity
system of "three contents, four stages, five modules and seven integration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multiple
participation and cross -evaluation as well as the guarantee system based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ability. In view of the collective dilemma of labor education promotion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lutions to deepen the path construction：promoting the full releas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labor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degree of collabor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niversit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and enhancing the integration
degree of labor education; improving the labor education assessment system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labor education.
Key words：labor education; new era;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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