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 把生涯教育放在寒暑
假小学期完成。 建议学校在高中
阶段的正常教学安排以外， 每个
学期结束后开设小学期， 每个小
学期为期 3 至 7 天不等， 共开设
6 个小学期 ，分时间 、分阶段 、分
内容在小学期开设生涯规划课
程。 这样既不打乱原有的教学安
排， 又满足了学生生涯规划学习
对时间的要求。建议寒假 3 天，以
理论学习为主，暑假 7 天，以生涯
体验为主。 这样就从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教学课时不够的问题。

第二，提供选修课程、组织兴
趣小组。 建议师资条件不充分的
学校可以组织选修课程， 聘请社
会上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定期或不
定期到学校讲学， 把职业生涯规
划的几个方面拆分开来， 邀请不
同方面的专业人士深度讲解。 如
果学校经费有限， 可以利用校友
资源，定期聘请校友来校分享。重
在探讨， 在探讨中让学生建立起
生涯规划的目标和方向来。

生涯规划是一个探索的过
程 ，只要老师善于引导 ，家长充
分放权 ，学生高度参与 ，学校有
意识组织学生参与生涯规划课

外兴趣活动，能从很大程度上解
决学生的生涯认知问题 ，再配合
老师和家长的建议，也能起到很
好的效果。

第三， 科学决策， 不盲目选
科。 建议选择学科要以充分认知
学生的人格特征、多元智能的前
提下科学判断，理智选择 。 比较
有经验的老师能快速判断学生
的人格特征和学生多元智能的
强项和弱项，没有经验的老师也
可以借助一些工具和软件来辅
助判断，再结合学生的学科特长
来进行判断和选择。 目前市面上
比较流行的有 MBTI、 霍兰德职
业测试、多元智能测试等测试软
件，它们能帮助家长和学生完善
认知。

新高考的学科选择还要考虑
未来生涯规划和大学专业选择的
匹配。 新高考背景下，志愿填报是
以专业组群结合院校来填报 ，可
以说从选科开始， 高中生的志愿
填报就已经开始了。 不同的专业
要求的选修科目不一定相同 ，相
同专业不同院校要求选修科目仍
然会有不同。 因此选科必须考虑
未来专业选择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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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涯规划教育观察·下篇

“妈妈希望我选择排名靠前的大学和理科专业，但是
我拒绝了。 我具有语言类天赋，我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大
学和专业，我必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在长沙市一中，高
一年级的许戈告诉记者，湖南高考方案出台后，面对着选
科，她给父母提供了自己目前各科的学业成绩和历次生涯
规划测评的大数据，以及自己内心的想法。最终，她说服父
母并成功选择自己心仪的专业。

事实上， 长沙市一中早在 2008 年就在心理课中开设
生涯规划教育板块。 为了迎接新高考， 长沙市一中又在
2014 年开始主动探索和实践生涯规划教育课程。

“我们发现仅在有限的课时内讲生涯规划教育还不
够，于是我们利用课外作业搭建生涯探索实践活动。 ”长沙
市一中校长助理、 学生处主任彭健表示，“利用寒暑假作
业，组织学生自主进行生涯微调研、职场人士访谈、大学及
专业调查、构思将来的职业规划书等作业内容。 ” 通过丰
富多彩的活动作业，指导学生内观自我，外探世界，培养进
行生涯规划、决策和实践的基本能力。

与此同时， 长沙市一中在 2017 年引进网络版生涯测
评软件，学校依据自身情况，参与软件研发。生涯测评软件
主要是兴趣能力倾向、专业职业意向、性格评估等生涯测
评。 在学生网络生涯测评完成后，系统将根据测评结果为
学生推荐学职信息，学生选择专业后，系统还会把全国开
设有该专业的学校按分数排序推送给学生，让学生利用大
数据得到更新、更准确、更全面的信息，从而提升其生涯决
策的科学性、针对性。

“我们要求所有学生从高一开始做生涯测评。 有些学
生在高一时，不是很重视测试，但这些学生到高三填报志
愿时，都会来找我们调出测评结果以供参考。 ”彭健透露，
“学业和升学规划是高中生涯规划的重要内容。 为了对接高
校，长沙市一中充分调动分布在海内外各高校的校友资源，
每年寒假期间都举行毕业生高校宣讲活动并形成传统。 ”

高考综合改革带来了升学模
式的变化， 湖南师大附中在全省
率先推行“成长导师制”。

在湖南师大附中， 每个学生
都有一位“导师”。“‘成长导师制’
是一种成长导师与学生同学习、
共成长的全新制度。 它为学生三
年高中生活提供了全程、全方位、
个性化指导， 为每一个学生走在
最适合自己的那条成长跑道上提
供了切实的保障。 ” 湖南师大附
中学生处副主任袁建光说：“将七
八名学生组成一个小组， 每一名
老师认领一个小组， 成为这个组
的成长导师， 师生间是双向选择
关系。 ”

“成长导师更像学生的好朋
友，而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逐
渐蜕变成健康、有梦想的人。 ”李
志艳是湖南师大附中心理教研组
长， 她的办公室是学生经常光顾

的“好地方”。 她说，“成长导师既
熟悉生涯规划指导， 也能为学生
进行心理疏导，无论是学习生活，
还是心理调适、课外活动，成长导
师都将深度参与其中。 ”

袁建光表示， 成长导师全部
由校内优秀教师担任， 帮助学生
树立长、 短期学习目标和人生规
划。 截至目前，该校通过举行“生
涯规划师认证培训”， 已经有 120
余名教师拿到“生涯规划师”证
书。

2019 年 5 月， 湖南师大附中
举办了第四届“对话职场·预见未
来”活动。 活动中，走上讲台的人
有两个身份———学生家长和职场
精英，他们给孩子分享职业选择，
讲述职场背后的故事， 而参与活
动的学生则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兴
趣走进任何一个教室聆听， 绘就
自己的职业梦想。

李志艳表示，“对话职场·预
见未来” 活动的目标就是情感连
接，链接家长资源，精准对接学生
需求，打开外部世界，最后让学生
进行生涯规划反馈， 达到提升的
效果。

一直以来， 湖南师大附中的
生涯规划教育既有“向内求证”又
有“向外拓展”，以学校为本位，联
动家庭、企业、社会，打通更多的
渠道资源， 为学生们提供形式更
加多样， 内容更加丰富的职业生
涯规划教育， 助力学生们在不久
的将来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 利
用寒暑假， 学校组织学生走向社
会，进行“三体验”活动。“高一年
级进行军营生活体验， 高二年级
进行农村生活体验， 高三年级进
行企业生活体验。 时间都是一
周。 ”袁建光说。

推行“成长导师制”

湘西州民族中学生涯规划教育起步于
2017 年， 虽然时间不长， 但走出了自己的
“模式”。 该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舒暖告诉
记者，2019 年， 学校编辑出版了校本教材
《高中学生生涯规划导与学》， 将生涯教育
课融入了心理课堂，并保障高一年级每周一
个课时。

与很多学校一样，湘西州民族中学也存
在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我校以心理健康
教师、教科室、团委为中心，成立了生涯教育
教研组。而这个教研组就是推行生涯规划教
育的主力军。 ”舒暖介绍，在生涯规划理论知
识的指导上，学校扬长避短，以心理学角度，
向学生解释生活中的生涯现象、问题。“我们
主要是让学生在课堂上讲自己的故事，回顾
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让学生对人的一
生的发展规划进行观察了解，编写出‘我的
生涯情景剧本’。 ”剧本出来后，学生们以组
为单位，共同表演出情景剧。

在这个编写剧本、 演出剧本的过程中，

学生们会主动认知自我、走入社会、认知职
业。“学习能力、观察能力、应变能力、人际交
往能力都会得到很大提升。 ”舒暖介绍。

相对来说， 湘西州民族中学的社会资
源、家长资源不具备优势。“但这并不影响学
校做生涯规划教育的实践探索课程。 ”舒暖
老师认为，大部分的人最终都会走上普通的
岗位，成为普通人。“我们让在普通岗位上的
家长走进课堂，在拉近了家长与学生、学校
的关系的同时，还让家长现身说法———普通
人的生活也是幸福人生。 ”

在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的家长课堂中，很
多学生都很受鼓舞和感动：1704 班陈童妈妈
讲述了自己做了几年打工者后，回到家乡种
茶，学茶技，成为行家里手后带动大家致富
的故事。1707 班李政润爸爸介绍了自己的职
业情况，讲述了自己的职业经历———财校毕
业后，明确生涯规划，坚持学习，参加公务员
招考进入乡政府工作，不断参加招考，先后
进入县委办、州委机关工作……

让学生编演“生涯剧本”

专 家 建 议

破解高中生涯规划教育难点
高考研究专家、原湖南省教育学会家庭教育分会秘书长 蔡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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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引导学生选科或填报志愿， 有效地开展生涯规
划教育？怎么化解生涯规划教育中遇到的瓶颈？有没有可
以借鉴的方法与经验？

为解开许多学校和老师心中的困惑， 记者连日来深
入到长沙市第一中学（以下简称长沙市一中）、湖南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湖南师大附中）、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民族中学 （以下简称湘西州民族中学） 采访调
研。 记者发现，这几所学校在先行先试的过程中，大胆探
索和科学实践，摸索出了一条条生涯规划教育的新路径。

搭建生涯探索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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