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中小学校应该如何更好地
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海南日报记者
近日对此进行了采访。

据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副院长李
洪山介绍，目前，我省中小学校开展
职业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为开设职
业启蒙教育课程；开展职业体验日
等活动；让学生接受职业性向测试
调查，详细分析学生性格特点及未
来适合从事的职业；与中职学校合
作开展职业启蒙教育；邀请学生家
长到学校讲解其从事的职业，增进
学生对该职业的认识和亲近感；组
织学生参加寒暑假社会实践，对部
分职业有初步的感性体验。此外，
为迎接“新高考”，初步建立起‘兴
趣、学业、职业与人生’的系统联系，
我省普通高中学校目前均已开设学
生生涯规划教育课程。

李洪山表示，正所谓“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学生们长大以后不
可能人人都成为科学家或者发明
家。只要脚踏实地，每个人都能在平
凡的岗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职业
启蒙教育可以让中小学生感受社会

发展，切实体会到劳动的意义和劳动
者的艰辛，培养热爱劳动、尊重劳动
的良好品质，引导学生了解职业多样
性、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念，树立平等
的职业观和正确的价值观。

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副院长罗基

鸣认为，要通过多种形式的职业启蒙
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职业认知能力
和职业体验水平。比如，可以在日常
学科课程中设置职业技术课程内容，
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利用社会资源，
发挥家庭作用等。具体活动形式可
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教育活动特点
来确定。

“职业启蒙教育不只是学校的教
育内容，需要全社会各行各业共同参
与。”罗基鸣表示，职业启蒙教育的场
所和资源主要集中在社会各行各业，
建立起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是职业启
蒙教育的必然要求。相关部门可通
过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建立起相关
职业或行业的中小学职业体验中心，
形成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和有效参与
职业启蒙教育的氛围。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沈有禄表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中指出，“鼓励中等职业
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
启蒙教育，将动手实践内容纳入中
小学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中职学校具有开展劳动教育
的实训场所，其技能人才培养过程
可以为加强中小学生的职业认知、
职业体验提供真实场景，开展劳动
和职业启蒙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

沈有禄表示，应鼓励中等职业学
校联合普通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
启蒙教育，通过初步的职业体验让学
生们了解目前存在哪些职业以及职
业的相关要求是什么，让学生随着年
龄的增长，逐步发现和培养自己的职
业兴趣，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平等
对待每一种职业。在今后的学习生
活中，能够不断评估自身能力与职业
能力要求的契合度，选择适合自身兴
趣与能力的职业。

如何上好职业启蒙这堂课？
■ 本报记者 徐珊珊 侯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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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教育从幼儿
教育开始，贯穿整个教
育体系，促使孩子从小
思考自己将来的发展
方向。

（侯辑）

戴上手套、系好围裙，将奶油仔
细地涂抹在蛋糕胚上……日前，海
口市滨海第九小学（以下简称海口
滨海九小）西海岸校区五年级学生
孔瑞林在海口旅游职业学校的职业
体验课堂上学习蛋糕制作。

“这是我第一次学做蛋糕，感
觉很激动。我希望自己学会制作
技巧后，回家可以亲手为父母制作

一个蛋糕。”孔瑞林说。
海口滨海九小教研室副主任叶

华荣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从去年开
始，该校联合海口旅游职业学校，面
向五六年级学生开展插花、茶艺、面
点制作等职业体验课程。课程设计
紧密联系生活实际，着重培养学生
动手实践的能力。

“职业体验是综合实践活动的

重要内容。由于插花、茶艺、面点制
作无法在我们学校的常规课堂开
展，我们将职业体验课堂‘搬’到海
口旅游职业学校，邀请旅职校的老
师和学生作为助教，让海口滨海九
小的学生接受早期职业启蒙教育。”
叶华荣表示，这门课程获得了学生
和家长的好评。在职业体验课上，
学生们不仅收获了劳动技能，还能

体验到不同职业的工作内容，了解
不同职业背后的故事。课后，学生
们还会通过参加座谈会、写劳动日
记等方式交流总结学习心得。

近年来，除了让学生们到中职
学校参加职业体验课程，海口滨海
九小还会邀请不同行业的学生家
长到学校开展讲座，让学生们接受
职业启蒙教育。

关注

职业体验别开生面 实践课程丰富多彩

职业启蒙，遇见未来的自己
■ 本报记者 侯赛 徐珊珊

编者的话：
“我以后想当一

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我想当一名警察”
“我想当考古学家”……
几乎每个孩子对自己
的未来都充满了美好
的憧憬。要将理想变
成现实，离不开职业
启蒙教育。

近年来，我省多
所中小学校通过开
展丰富多彩的职业
启蒙教育课程，让孩
子们对未来的职业
有了初步了解，让职
业启蒙课堂成为每
个孩子“梦开始的地
方”。

长大后，你想做什么？你小
时候的梦想实现了吗？12 月 5
日，教育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其中规定普通中小学要开
展职业启蒙教育，各级人民政府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普
通中小学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职业
教育的教学内容。

目前，我省普通中小学职业启
蒙教育课程开展情况如何？海南
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和小学阶段的初步职业启蒙
教育相比，我省部分中学开启了更
加深入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今
年，我省首个高中生涯教育基地落
户海南中学。近年来，海南中学作
为我省“新高考”改革课题实验学
校，在探索高中生涯规划教育方面
积累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

扛起摄像机，体验新闻记者
的日常工作；走进人工智能科技
公司，与团队成员共同策划市场
运营方案；走进阿里巴巴公司，近

距离感受龙头企业员工的工作与
生活……今年暑期，海南中学部
分学生在校友组成的“专业导师”
护航下，走进杭州、香港等城市
的企业、科研基地，接受职业启
蒙教育。

“在电视台，我们参与新闻专
题制作，撰写新闻稿件，与新闻记
者一起实地采访……那一刻，我觉
得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了。”为期一
周的职场体验活动结束后，海南中
学学生曾奕然找到了自己未来的

从业方向，更加坚定了未来报考传
媒院校和专业的决心。

据了解，海南中学自2014年
开始全面启动生涯规划教育，2017
年起设立学生发展指导中心，吸纳
专职生涯指导教师和各科教师代
表40余人，强化生涯教育顶层设
计。同时，引入家长、校友、高校、
企业机构等多方资源，搭建多元合
作平台，让学生们有机会深入接触
到不同行业的精英。

在海南中学党委副书记柳海

英看来，这种“融入式”深度体验
生涯规划教育课程，不仅能让学
生们进一步了解部分行业的发展
状况，不断提升个人综合素质，还
能让学生们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信
心和责任担当。

“让学生们与优秀的职场从业
人员和行业领跑者接触，对照‘镜
子’，可以唤醒他们内在的学习驱
动力，用榜样的力量激发他们不断
成长，这背后的教育意义不容小
觑。”柳海英说。

跟警察爸爸学习反拐防拐知
识，跟机长爸爸学当小小飞行家，跟
中医妈妈学习推拿防治感冒……在
海口市五源河学校，“家长进课堂”
活动备受学生们好评。

“没想到我的一次演讲，会在这
么多孩子心中播下飞行梦想的种
子。”海口市五源河学校学生家长高
玉福说。作为一名民航机长，他今
年4月受邀到校开展“小小飞行家”

职业启蒙课。课堂上，孩子们七嘴
八舌地提出了许多与飞行有关的问
题，对航空飞行表现出极大的兴
趣。课后，该校成立了“五源河小小
飞行家俱乐部”，高玉福平时会在微
信群里给学生们讲解飞行知识。

据了解，海口市五源河学校举办
“家长进课堂”活动已有3年时间，每
学期至少邀请3名不同职业的家长
给孩子们进行职业启蒙教育。

“‘家长进课堂’活动举办之初，
我们也有一些顾虑：家长们愿意走
上讲台吗？活动能达到预期效果
吗？在学校的发动下，很多班级学
生的家长欣然同意到校为学生们上
课，活动效果超出我们的预期。”海
口市五源河学校德育处主任吴慧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家长进课堂”活
动进一步增强了家校联系，为学生
们打开了一扇了解社会的新窗口。

海口滨海九小：大手牵小手 实践能力强

五源河学校：家长当老师 课程不重样

海南中学：职场初体验 梦想新起航

“家庭是进行孩子职业启蒙教育的重

要场所。家长应努力成为孩子的第一任

职业启蒙老师，为孩子日后的职业发展助

力。”近日，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海

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心理健康教育特级

教师李惠君表示。

“父母是孩子职业启蒙教育的第一任

老师，而且是朝夕相处、耳濡目染的老

师。父母对待自己职业的态度和努力程

度，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

规划。这种影响既先入为主，又影响深

远。”李惠君建议，家长们不妨利用亲子共

处的时光，借助生活中的各种情境资源，

帮助孩子做好以下职业生涯规划功课。

首先，在阅读和观影中认识自己、理

解生活。从一个人阅读的书籍和观看的

电影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兴趣、个性特

点与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们可以

通过推荐书目和影片等方式引导孩子形

成良好的品位，也可以通过观察孩子的阅

读和观影情况，引导孩子认识自己。以下

这些书籍、影片与自我认知和职业生涯规

划相关：古典的《你的生命有什么可能》，

吴仪芝的《我的生涯手册》；影片《遗愿清

单》《叫我第一名》《来自星星的孩子》《摔

跤吧！爸爸》等。这些书籍和影片可以丰

富孩子的生活体验，增进他们对生活的理

解与悦纳。从孩子日常阅读、观影所认同

的文字、角色和台词中，家长可以捕捉到

孩子梦想的萌芽，找到激发孩子做好生涯

规划的动力源泉。

第二，在职业体验中认识职业与自

己。父母可以让孩子到一些职业场所中

体验职场责任、环境和规则，让孩子到父

母的工作单位去参观或充当小帮手，在寒

暑假期间报名参加短期打工活动等。通

过以上方式，为孩子提供接触社会的机

会，积累职业感性认识，体验父母在职场

中的艰辛，提高孩子对自己与相关职业匹

配度的觉察，给未来的专业选择和职业定

位提供必要的参考。

第三，学会呵护孩子的职业梦想。家

长在引导孩子认识职业、定位职业价值的

同时，要细心呵护孩子关于未来职业的憧

憬和梦想。家长对本职工作充满热情和

责任感，收获了成就感、幸福感，那么孩子

自然而然也会对此类工作产生美好的印

象，并且期待自己也能获得同样良好的职

业体验。许多家庭中的子承父业正是源

自于此。因此，家长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

程中，要留意自己对本职工作的感受和反

馈，避免渲染负面职业情绪，积极呵护孩

子的职业梦想。

第四，丰富孩子的职业体验。职场实

践体验不仅能让孩子获得鲜活的职业知

识，还能加深孩子对相关职业的理解，获

得职业经验，使孩子的职业启蒙教育从平

面印象和干瘪知识走向深入、丰满的真实

经验。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为

他们提供职业体验和社会实践的机会，如

引导孩子参与收纳、打扫、采购、维修等家

务活动，有条件的家庭还可以带孩子参加

专业教育培训机构提供的职业体验、角色

扮演等活动，帮助孩子们在模拟的职业场

景中获得生动的启蒙教育。

为孩子种下一颗
人生规划的种子

■ 本报记者 侯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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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有专门为3—
8岁学生设计的教学大
纲，系统地为学生传授
职业教育课程。家长
会配合学校，有意识地
让儿童在入托时就开
始培养兴趣爱好。

孩子从 6 岁开始
就接受职业发展的指
导。每年的4月22日
是“带孩子上班日”，这
一天，父母们可以带年
满6岁至 16岁的孩子
去上班，让孩子了解父
母的职业，了解真实世
界如何运作，理解劳动
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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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源河学校学生家长走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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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滨海九小学
生学习插花。
本报记者 徐珊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