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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对于许多考生和家长来说，面临着很多选择难题。 这几天，家住长沙开
福区的尹白女士一直在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子选择哪所学校、 填报哪个专业而奔
波，她已经考察了好几所大学、多个专业，但无一例外，她考虑的都是“985”“211”大学
及眼下最热门的专业。 “‘一考定终身’嘛。 ”尹白说。

尹白的想法与当下很多家长的心理相契合。 可当大家纷纷把这些作为最重要的
选择标准时，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工作者及教育专家，却不约而同地提醒考生和家长
重视“生涯规划”。 “一些学生和家长对自己和孩子没有正确的认识，盲目追求高考分
数，普遍存在着‘升学无意识、就业无意识、发展无意识、生涯无规划’的现象。 ”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所做的一项针对初三和高三学生的调研显示，有 75.2� ％
的高三学生对高考志愿中专业的了解程度为“一小部分”和“全不了解”，仅有 2.1％的
高考生对所选专业与学校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的占比 26.8％， 完全不了解的占比
10.0％，说不清楚的占比 25.6� ％。 这些数据显示大多数中学生没有自己的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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懵懂与专业的较量

高中生涯规划教育观察·上篇

本报记者 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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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理科专业才有出息，文科专业没
有含金量。 ”“读金融专业以后赚大钱。 ”
“选人工智能，这个专业最热门。 ”在高考
生的家长微信群里， 记者时常看到这样
的评论。

“别人的热门专业不一定适合自己，
冷门专业也可能是就业时的热门专业。 ”
湖南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周诗宜结合自
己的经历， 有感而发：“将自己的职业发
展志向与国家发展需求相结合， 关注和
选择社会发展的热点专业， 而不是简单
选择当下已经成为报考热门的专业。 ”

回想四年前填报志愿时， 周诗宜觉
得自己太盲目跟风。“当时大家都说新闻
专业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专业之一， 就业
前景广阔，电视台和报社的工作都是‘铁
饭碗’。 ”在这样的氛围中，她第一志愿填
的是湖南师范大学的新闻学专业。

“临近毕业，我出去实习、找工作，才
知道是自己把新闻行业想得太简单了。 ”周诗宜特
别留意了近两年新闻专业毕业的“同行”，她发现，
由于新媒体的崛起，他们多从事互联网行业，其比
例远高于传统媒体行业。“传统媒体在近些年，受
新媒体的冲击巨大，普遍在走下坡路。 ”

与周诗宜不同，胡子敬对自己的生涯规划十分
清晰。他在确定自己无法上重本的法学专业后,毅然
选择了广东商学院具有好口碑的法学专业。“当时
父母劝我报其他一本高校的其他专业，但我就是想
读法学。”胡子敬告诉记者,当时他便明确，自己未来
想从事公检法相关职业，广东商学院法学专业在行
业内有名气，因此这一选择对就业有利。

胡子敬坦言， 学校和专业的选择也让他遭受
过一些委屈和不公平。 有一次，一家律师事务所招
聘实习生，提交简历时，工作人员让“985”“211”院
校学生与二本院校学生将简历分开放， 声称原则
上该公司会招收二本学生,但机会不大。“我虽然有
些气愤，但是我对自己学校的专业和自己有信心，
我不觉得我比别人差。 未来的路还长，一考定不了
终身。 ”

湘潭大学历史
系副教授蒋波提
醒，“考生不要因
为专业轻易给自
己设限, 改变人生
轨迹的机会有很
多， 比如转专业、
考研。 当然，这个
前提是，你对自己
有清晰的认知，你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
有明确目标。 ”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高考考生
和家长将学业定位分为四种，排列顺
序如下:名牌院校的王牌专业、名牌
院校的普通专业、普通院校的王牌专
业、普通院校的普通专业。 考生与家
长的纠结，往往产生于第二种与第三
种选择之间，即在一本普通专业与二
本王牌专业之间进行取舍。

去年参加高考的可欣，就曾面临
过这样的“选择困境”。 2018 年湖南
高考文科一本线为 569 分，可欣的高
考分数仅比一本线高 14 分， 这个分
数进一本高校， 较难选上王牌专业；
但如果选择二本院校，就可以选择其
王牌的专业。

“我向班主任咨询过，在二本院
校中，三峡大学的心理学专业很强。”
可欣一直很喜欢心理学专业，但当她
找妈妈商量时，却遭遇“阻挠”。“我们
的分歧不是专业好不好的问题，而是
父母根本不让我报二本。 ”可欣告诉
记者，妈妈的理由是“起码要先进入
一本这个门，才有资格谈爱好、谈就
业、谈未来。 ”最后，可欣听从了父母
的意见，报考了一所“211”高校的英
语专业。“我的弱项就是英语，每次考

试都费劲，现在我是‘兜底生’。”可欣
说， 没坚持自己的爱好有点遗憾，她
打算考研时报考心理学专业。“我现
在担心我本科学的不是心理学，即使
考上了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也不好
就业。 ”可欣沮丧地认为自己不具备
就业优势，同时，她还透露：“我有不
少同学和我一样， 懵懂地参加高考，
在迷茫中选择专业，又因对专业不感
兴趣，导致专业基础不扎实，以致于
在绝望中难以就业或失业。 ”

与可欣不同， 高二文理分科后，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的张正和家
长张先生就找了生涯规划师做生涯
规划。

供职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张先生
很重视孩子的未来规划。“我们家族
除了我之外， 其他人都从事与医学
相关的工作。 我们最初希望孩子读
医学专业。 不过，孩子一再表示自己
对医生这个职业不感兴趣。 ”张先生
笑着回忆，上高中后，孩子的成绩被
重本院校医学专业录取的概率很
小。“仅凭自己的想象，很难预估孩
子的就业和发展问题， 所以我们在
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决定参考生涯

规划师的建议。 ”
生涯规划师对张正进行多次交

流和测试后， 判断出张正性格沉稳，
具备研究型人才的特质。“填报志愿
时， 生涯规划师结合张正的实际情
况，建议他报考二本院校的科研类专
业。 最后，张正填报了西南石油工程
大学石油工程专业。 ”张先生说，“张
正对这个专业很感兴趣， 进入大学
后，他沉下心学习。大学还没毕业，就
被中石油‘预订了’。 现在看来，我们
当时的选择是对的， 他工作很出色，
今年升了中层领导。 ”

“有明确规划的人生，比糊里糊
涂读完大学再陷入失业困境的人生
要好得多。 ”张先生表示：“生涯规划
主要是弄清自己的兴趣和天分，以便
做出最合适的选择。考生和家长还可
以去了解各种职业，看自己是否有能
力胜任。 ”

当高考成绩与心理预期值不相
符时， 复读成了考生们的第一选择。
有教育网站的互动调查结果显示，高
考成绩不理想的考生中，35.5%的考
生有强烈的复读意愿。

怀化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位于
湖南的西南边。高中就读于靖州民族
中学的理科生王尧（化名），是一个传
奇人物。

2008 年，王尧参加高考。 他回忆
道：“那时候没有生涯规划的说法，父
母也不懂这些，觉得只要是理科专业

就可以了。”“任性”又“懵懂”的他，被
华东理工大学的化学专业录取。

两年以后，王尧坚定地走上复读
之路。 复读那年，王尧每天早上 7 点
出门，晚上 10 点回家，继续看书到次
日凌晨，如此日复一日。“时间碎片都
用来背书、背单词”。

“班上有挺多学霸的。 ”王尧表
示， 复读班的学习氛围比高三还要
浓，因为对专业不满意而复读的学生
占了大约三分之一，“这些同学学习
会更认真专注一些”。通过复读，他被
北京大学的通信工程专业录取了。

王尧的生涯规划比较晚，他在北
大就读一年后，发现自己擅长和喜爱
的领域是数学。“在国内，清华大学的

数学专业是王牌。 ”他再一次选择了
复读，参加第三次高考。

一年后，他以 710 分的高分被清
华大学的数学科学系录取。 找到自己
清晰的职业规划，通过努力和天分，去
年王尧被保送为清华大学的研究生。

“通过复读找到自己未来的发展
方向， 其实是走了一条曲折的路，也
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复读风险高，需
谨慎，复读的时间、精力、金钱成本
大。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办公室
副主任、青少年生涯发展高级辅导师
贺彩云表示，“生涯规划教育是人生
发展的‘必修课’， 它能让人发现自
己，了解大学专业和社会职业，学会
从长远着眼，来规划自己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