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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eer development education, as a required cours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or an
important content design accompanied the whole process of students’ development in school education, has been commonly agreed in the global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career development education
is a directional guidance and navigation aid for the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ich is a "paving stone" for good professional ecology.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oversea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provided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areer development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teaching a life planning course that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needed at the right
moment is the primary task for us each education workers, and it has the very vit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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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涯发展教育，作为中学生生涯规划的一门必修课程或学校教育中伴随学生发展全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设计，当前已经得到了全球教育界的普遍认同。生涯发展教育是中学生未来人生职业发展的定向标和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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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器，是良好职业生态形成的“铺路石”。国外职业生涯教育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对我国中学生生涯发
展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适时开设适合中学生发展需要的人生规划课程，
是摆在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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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一个世纪以来，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在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理论研究
与实践探索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它们在生涯规划立法、课程设计、课程标准的制订、学生职业意识
的培养等方面所做的积极尝试，为我国生涯发展教育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同时，
也为我国本土化生涯发展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创设了有效地路径引导。

2. 生涯发展教育的概念辨析
为搞清“生涯发展教育”这一问题，需要从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入手进行辨析。
一是生涯。在汉语中，“生涯”是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的生活经历。原为生命有边际、限度，后
指生命、人生。《庄子·养生主》有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说法，即为本意。关于生涯，
美国心理学家、著名职业生涯规划大师舒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生涯，就是指人的职业经历与
类型，包括人就业以前各阶段的经验与活动以及就业以后的一切经验与活动[1]。洪向阳先生在他的《高
中生生涯发展导航》一书中，将“生涯”定义为：生涯是生活中各种事件的演进方向与历程，它统合了
个人一生的各种职业和生活角色，由此表现出个人独特的自我发展形态。广义上讲，“生”即“活着”，
“涯”即“边界”，是贯穿一个人一生的各种活动[2]。简言之，生涯就是人的生命历程。我国学者沈之
菲认为，生涯是指与个人终身从事工作或职业等有关活动的过程[3]。二是发展。发展是指从受精卵形成
到死亡，个体身上所发生的系统地连续的变化过程。发展就意味着变化，但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发展。
发展的变化有三个特点[4]：即系统性、连续性和持久性。三是生涯发展。生涯发展，通俗地讲，就是指
一个人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通过各种活动、学习和工作等积累的经验，会对自己
的性格、兴趣、能力、价值观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有能力去统整各种经验，透过工作的认同来实践一
个有理想、有目标的人生，塑造自己独特的生活形态[5]。四是生涯发展教育。关于生涯发展教育的解释
有很多。如我国台湾教育界对生涯发展教育的阐述是：生涯发展教育是贯穿人一生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一
种教育活动，是一种发展的统整人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
笔者认为，生涯发展教育是一种与人的发展密不可分的，伴随人一生的一种衍生态育人活动，它是
一个统合所有教育因素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综合教育过程。它包含个人一生全部的教育活动历程，是
有关人生发展的教育和为人生发展而准备的教育。

3. 中学生开设生涯发展教育课程的必要性
由于个体年龄、身心发展及社会化进度的不同，中学生的生涯发展也具有阶段性。初、高中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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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决定了其生涯发展教育的差异性。

3.1. 初中呼唤生涯发展教育
初中阶段为青少年期(11、12 岁至 14、15 岁)，这一时期是个体生理迅速发育直至达到成熟的一段时
期。该阶段儿童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性方面都出现显著的变化，其主要特点是身心发展迅速而又不平衡，
是经历复杂发展，又充满矛盾的思维时期，是人生成长的关键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根据舒
伯的生涯发展五阶段理论，初中学生已进入生涯探索期。对初中生而言，他们正处于由社会意识薄弱的
未成年人转化为社会主体的时期，尚在生涯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人的兴趣与能力一般作为他们职
业选择的主要因素而受到重视[6]。但由于其缺乏足够的知识和生活经验，这一时期他们必须在生理上和
心理上为走向生活和社会做好准备，为将来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广泛的适应性
和较大的自由度，成为社会的新生力量[7]。生涯发展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项有组织、
有计划的教育活动。其基本教育机能就是帮助学生掌握社会必要的职业方面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使其逐
步养成尊重劳动、热爱职业的观念和正确的人生态度，为其走向社会、走向未来的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因此，依据他们的身心特点有的放矢地开展生涯发展教育，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3.2. 高中生涯发展教育是新高考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根据生涯发展理论，高中生正处于职业生涯探索和初步定向阶段，是个体生涯发展的重要时期。随
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高中生涯发展和生涯规划能力的提升。
首先，新高考给高中生涯发展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2014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总的目标是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
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
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同年 9 月，浙江和上海两省市的试点方案出台。自 2014 年 9 月至今，全国已有包
括上海、浙江在内的 24 个省市的高考改革方案出炉。对高中来说，高考改革带来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
面是对学校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对学生的挑战[8]。从学生层面来看，新高考改革考验着学生的选择力，
这种选择力就涉及到学生的生涯规划。以大多数省份实行的 6 选 3 来看，“3 + 3”就意味着，除了语数
外 3 门以外，剩下的 6 门课，共有 20 种选择模式。学生要在这 20 种选择模式里找到自己的科目组合来
参加考试，进而根据考试成绩填报志愿。不光如此，学生还要去看他未来大学专业的学习，甚至未来走
出校门、走上工作岗位、他的职业选择方向，这是对他人生和生活方式的一种考量。因此，在高中开展
生涯规划教育，有利于学生正确地选科和避免填报志愿的盲目性。
其次，高中开展生涯发展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当前高中生普遍存在着自我管理能
力差的问题。学校对学生进行生涯规划教育，可以培养学生进行自我管理的责任感，让学生学会监督和
管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包括制定学习计划，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自觉地为自己的前途而刻苦学
习，全方位地增进自己的能力和才干，知道自己的性格特征是什么？有哪些职业倾向性？该选择什么职
业作为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拓展职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相关技能等。离开对学生的生涯发
展教育，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就很难得到有效地提高。
高考改革着眼于提高人才质量，适应社会变革，而生涯发展教育契合了这种需求。因此，高考改革
是高中阶段实施生涯发展教育的现实背景，高中生涯发展教育是高考改革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4. 当前国内外生涯发展教育的现状
从 19 世纪 50 年代起，生涯发展开始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并逐步融入到教育体系之中。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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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发展教育起步相对较晚，近些年在高中阶段才开始逐渐认识，一些先行学校也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
验。

4.1. 国外的研究概况
美国于 1971 年正式提出职业生涯教育。之后，英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开展了职业生涯教育改革。
4.1.1. 美国的研究
美国是较早在学校中进行生涯发展教育的国家，其生涯教育特别强调对学生的职业观和价值观的教
育，并扩展到对整个人生发展历程的指导。197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部《生涯教育法案》，1979 年通
过了《生涯教育奖励法》，1994 年又通过了《学校工作机会法》，以进一步表彰生涯教育在学校的实施。
20 世纪 80、90 年代，生涯发展教育的理念已经被美国民众所认同，并融入到美国的中学教育之中。据
统计，1972 年美国有 24%的中学生接受生涯教育。1984 年，美国“国家职业指导协会”易名为“国家生
涯发展协会”[9]。此外，美国国家职业信息协调委员会于 1989 年制定了《国家职业生涯发展指导方针》，
规定了自 6 岁开始到整个成人阶段的职业生涯发展方针以及对各阶段人群的不同要求。
4.1.2. 英国的研究
1948 年，英国政府颁布了《雇佣和训练法》，要求中学有义务对所有在校学生提供职业指导课程。
1977 年公布的《学校教育》白皮书，进一步强调学校要对年满 13 周岁的学生提供合适的生涯教育与指
导。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英国政府又颁布了许多法案，要求在普通中学开展生涯教育，并指出生涯教
育是学校课程的重要部分，并规定最迟在中学二年级起设置固定的教学时刻表。
英国
“1997 年教育法案”，
要求全部公立中学为九至十一年级的学生提供适宜的职业教育计划并且确保让学生接受生涯教育、及
时获得关于职业发展的资料[10]。英国实施生涯发展教育的主要途径是开设系统的生涯发展课程。较典
型的有生涯探索指导课程、生涯发展指导课程和特殊生涯指导课程等。此外，英国还建立了许多有关
生涯发展教育的网站和专门的生涯服务机构，为学生提供个别化的教学和咨询，协助学校实施生涯发
展教育。

4.2. 国内的研究概况
国内方面，对中学生涯发展教育研究较为突出的是香港和台湾，大陆地区的生涯发展教育相对滞后。
4.2.1. 香港的生涯发展教育
香港的生涯发展教育独具特色，回归前大体上是英国模式，之后进行了本土化的演变。受西方思想
文化的影响，香港在中学阶段就对学生进行“人职适配”测验，指导学生根据测验的结果参照高校的科
系分配，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学校不仅通过各种活动来进行生涯发展教育，例如开设多种讲座及生涯
“工作坊”等，还实行个别辅导。针对西方“不主动、不判断、不指导”的观点，强调“主动式”辅导
并贯穿学生在校生活的始终。
4.2.2. 台湾的生涯发展教育
台湾的生涯发展教育师法于欧美。20 世纪 70 年代，生涯发展教育开始进入台湾中小学的课程计划。
1999 年 9 月 30 日，台湾教育部公布《国民教育阶段九年一贯课程总纲纲要》，确定“生涯规划与终身
学习”为国民十大基本能力之一。同年 10 月 17 日台湾教育部又召开“九年一贯课程分科纲要小组召集
人联席会”，决议在资讯、环保、两性和人权四个重要议题外，增加生涯发展议题。台湾特别注重个体
生涯发展教育的连贯性和持续性，将生涯发展教育理念融入学校课程领域，代表了生涯发展教育今后的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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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我国大陆的研究现状
在理论研究方面，从中国知网(CNKI)检索与中小学生涯发展教育相关的期刊文献(1997 年至 2017 年)
共 90 篇。这表明，近年来中小学生涯发展教育开始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实践方面，2004 年 10 月，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与北京现代教育研究院合作，
在全国七个县区全面推开生涯教育实验项目。这是我国大陆地区生涯发展教育的首次规模化尝试。中国
教育学会“十一五”课题——《生涯规划教育课程理论与实践研究》于 2008 年 7 月启动。2010 年 4 月，
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会议研讨了普通高中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的政策
建议，探索了学校层面实施学生发展指导工作的行动路向。2011 年 4 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成
立了“生涯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这是国内第一家设立在中学、定位于人生规划教育的研究机构。2012
年，上海师范大学组建了上海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研究所。同年，《生涯发展教育研究》杂志创刊，
这是国内第一家生涯发展教育类的专业期刊。2015 年 12 月，全国首届高中生涯规划教育研讨会在杭州
举行。21 世纪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教授做了“高考改革背景下的高中生涯规划教育”的主题报告。2016 年
4 月，“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建设与生涯教育高端论坛”在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举行。南京师
范大学心理学院傅宏教授主讲了“学校品质提升与心理健康教育”。这是目前较高水准的关于学生生涯
发展教育实战方面的论坛。2016 年 10 月，第二届高中学生发展指导高峰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
中学召开，首个全国性高中学生发展指导联盟宣告正式成立。2017 年 4 月 17 日，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
院组织召开了山东省普通高中生涯教育课程开发研讨会。与会专家就高中生涯教育的课程性质、课程目
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内容，展开了深入探讨。
综上所述，国外对生涯发展教育的研究己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其开设专门生涯发展教育
课程及制订课程标准并将其细化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国内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生涯教育发展较早，
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整个大陆地区的中学生涯发展教育还处于初级探索阶段。我们应吸收西方先进
的生涯发展教育理念，更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本土化的生涯发展教育理论
体系，以指导我们的生涯发展教育实践。

5. 我国中学生开展生涯发展教育的建议
针对以上国内外生涯发展教育研究的现状，立足当前实际，笔者认为中学阶段开展生涯发展教育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5.1. 加大宣传力度，让社会、学校、家长、学生充分认识在中学开展生涯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当前，在中学阶段，生涯发展教育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部分家长与教师认为在普通中学开展职
业生涯教育是“多此一举”，那是上大学之后的事情。社会也并未对中学阶段的生涯发展教育给予足够
的支持与帮助。面对来自不同群体的阻力，生涯发展教育在中学开展的首要条件便是普及生涯教育理念，
增强社会各界对职业生涯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要通过网络、电视与书籍向社会各界宣传生涯发展教育思
想，只有使社会、学校、家长和学生认识到在中学开展生涯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普通中学的生涯发展教
育才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5.2. 通过职业生涯学习，提升教育行政干部对生涯发展教育的认识
目前，教育系统内部对在普通中学开展生涯发展教育也有不同心声。部分管理者对职业生涯教育的
理解较为片面，将其与报志愿、找工作、就业等简单得联系在一起，并没有深刻地理解职业生涯教育对
于学生，尤其是普通高中阶段学生终身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若想在普通中学内开展生涯发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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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必须要在教育行政体系内，组织职业生涯教育学习。通过学习，使教育系统内部形成生涯发展教育理
念，从而主动进行生涯发展教育。

5.3. 着力为中学生涯发展教育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教师队伍
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是开展生涯发展教育的必要条件之一。当前在专业辅导教师难以及时补充的前提
下，班主任仍然是学生生涯辅导的第一人。借鉴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做法，可以把中学班主
任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纳入生涯发展教育的框架，通过选拔有潜质的教师到职业生涯教育起步较早的中
学进行观摩学习，以此解决专业化辅导教师队伍不足的问题。积极筹建“生涯发展教育”名师工作室，
逐步打造专业化的生涯发展教育名师团队。

5.4. 构建规范的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确保生涯发展教育的全程化、全面化
要确保生涯发展教育的全程化、全面化，就要结合学生的特点在不同阶段开展适合的教育活动。各
地应组织各方力量针对不同县区学生生涯发展的现状、目标和差距开展深入广泛的本土化研究，再结合
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将成熟的课程标准、课程体系和操作模式引入当地普通中学，同时结合国家、社
会和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标准，制定出适合的发展目标。此外，还可以开设生涯发展教育校本课程或在各
学科中渗透生涯发展教育，以此来保证生涯发展教育的全程化和全面化。

5.5. 加大学生生涯发展教育组织机构及网络建设，为教师实施学生生涯发展教育搭建平台
为推进普通中学生涯发展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充分发挥班主任在指导学生生涯发展与规划方面的
积极作用，引领班主任专业成长，建议各地成立班主任与学生生涯发展研究中心，统筹班主任与生涯发
展教育研究工作，指导班主任创造性地开展生涯发展教育工作。举办班主任工作暨中学生生涯发展教育
研讨会，邀请有关高校班主任研究中心的专家对班主任进行培训和指导。同时，通过微信等组建专业即
时交流平台，促进班主任及生涯发展教育学科专业发展。

5.6. 开展学生、家长职业采访体验活动
开展学生、家长职业采访体验活动。活动项目应尽可能全面覆盖一、二、三产，让家长和学生在体
验的同时初步了解不同的职业。如“体验 3D 打印技术”、“模拟古玩艺术品拍卖”等。这些项目，既
能体现职业特点，又适合家长和学生参与体验，可有效拓展学生对于职业的认知范畴，较早认清自己的
兴趣所在，日常的生涯发展教育学习也将会更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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