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的宗旨和归宿是 !人的全面发

展"# 在人的全面发展诸多因素中# 心

理健康与生涯规划显得尤为重要$ 高中

教育是基础教育# 高中生必须修习国家

规定的必修课程# 同时# 高中阶段也是

学生发展分化% 个性开始彰显的阶段#

高中阶段必须开设选修课程满足学生个

性发展的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俞国良教授说# 实施

生涯规划首先要教育孩子们立志# 注重

价值引领$ 某金融学家年轻时学的是物

理# 但生活中的困境导致他遇到红灯一

再右转# 扎实的理科基础让他在右转路

上把握住各种机会# 成为成功人士$ 虽

获得了资源# 但人生遗憾之处是违背了

自己的初心# 缺失了职业信仰$ 这种遗

憾让他在子女的教育上变得从容# 鼓励

子女遵从兴趣爱好# 从物质上保障子女

学习生涯的通畅$ 最终# 他的子女爱好

并且从事的专业是物理$

!选课走班"# 可以走出同质化教

育的羁绊$ !大学先修课% 大学导师计

划 " 等都是高中与高校合作育人的模

式# 大学老师上先修课很容易# 直接按

照大学教材来上就可以了# 但是只能针

对小部分学有余力的中学生# 不能给每

个学生以均等的机会$

复旦大学!复旦附中合作的微课

程# 响应新高考改革# 注重对学生思维

的开发% 理想的树立# 并且播撒学术的

种子 $ 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在学习方

法% 学习视野% 思维开阔度上进行有效

地整合# 填埋教育之间的沟壑# 为社会

培养可持续发展的人才$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楼红卫教授

说# 微课在设计上需要有让学生不太听

得明白的内容# 这样学生才会有更大的

动力和空间去探究思考 $ 所以 # 他的

&现代数学思想选讲'# 目的是让学生感

受现代数学关心什么样的问题% 有什么

样的研究方法和思想# 从建立数学理论

的基础方知识为主线# 介绍在数学史上

产生重大影响的这些思想$ 主讲 &环发

关系论' 的戴星翼教授上课开场白是(

我这门课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站在社会

科学的立场观察分析环境问题# 任何环

境问题都有其社会 % 经济或管理的根

源$ 不灌输很多环境知识# 而是尽可能

地与同学们一起观察% 分析和质疑# 重

在提升归纳和演绎的能力# 加深学生对

社会经济现实的理解$

大学教授以更高的视野引领学生思

考一个社会人的责任# 相比于具体的课

程内容% 知识点# 更能导航学生未来的

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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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预期成效 # 目前值得关注的是高

中阶段高考科目的选择 # 并让高中选

科与大学的专业发展顺利衔接 # 因此

诞生出一个共同话题就是 ( 如何推动

学生的生涯规划教育这门课程 ) 这是

一门没有教科书 % 也没有专职教师的

课程$

开车在路上# 前面遇到了红灯# 你

是右转还是等待) 有人右转了# 一路绿

灯# 抓住了每一个机遇* 但有人右转#

却还是红灯 # 懊恼不已 $ 但现在有了

全球定位系统 +"#$, 后# 开车的人可

以预知前方的路是否畅通 # 一般不会

盲目地右转了 $ 生涯规划教育就是我

们学习的定位系统 # 让我们做出最合

适的选择$

)*# 孩子在 $好% 学校读

书& 一定会有好表现吗'

+# 所有的父母都想让他们的

孩子在 !好" 学校读书# 因为他们

很自然地认为# 孩子入读 !好 " 学

校将会有较好的表现# 这是真的吗$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狄伦%威廉指

出# 学校在不同方面表现相差甚远#

如有的学校在艺术方面有特色# 有的

在体育方面有特色& 因此# !好学

校" 和 !坏学校" 之间的差异并不

大& 研究还发现# 只有 !"的学生考

试成绩变化归因于他所在的学校# 其

他 #$%归因于学校外部因素的影响&

事实就是# 只要你去学校读书# 去哪

所学校并不重要&

彼得%布莱奇福特的研究得出 #

小班仅仅对低年段学生 '&'! 岁 (

最有益# 一般人误认为小班学生一

定比大班学生学习更好是没有科学

依据的& 有些学生会适应高度结构

化的学校环境# 但有些学生在有约

束) 但拥有更多个人自由的情况下#

会表现得更好# 这个差异决定了家

长对学校的选择& 但无论学校的特

色是什么# 让学生在学校感到安全

尤其重要# 而这个安全感可能来自

于他们的一些朋友将要到同一所学

校读书& 在择校中# 要考虑这些非

学术的重要因素&

)'# 大脑训练真的能促进

学习吗'

+# 许多商业性的进行大脑训

练的电子游戏开发者声称他们有能

力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 并且使孩

子变得聪明# 但科学研究对这一论

断仍持怀疑态度& 然而# 对于自控

能力不强的孩子# 早期管理功能的

训练十分重要# 只有这一方面的实

践似乎产生了实际影响&

),# 传统主义教育比进步

主义教育更有效率'

+# 事实上 # 很多研究分析无

法得出结论***传统主义教学就是

学生获得高成就的最大功臣# 相反#

有些研究会更青睐进步主义教学法&

传统主义教育的安全性在于它只强

调模仿和重复性练习# 所以会受到

很多低年级老师的青睐 # 但是因为

缺乏理解导致对学科知识记忆的困

难会让学生受挫& 我们应该做的是

在 !传统" 与 !进步" 之间寻找一

个平衡点&

)-# 非正式学习优于正式

学习'

+# 提及 !正式学习"# 人们想

到的是 !学校" !强迫 " !计划组

织 " !教师主导 "# 而 !非正式学

习" 则是 !自由" !开放 " !个性

发展" !学习者主导"& 相比于 !正

式学习"# 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 !非

正式学习" 是一种更好的学习方式&

但无休止争论两者的优劣并不明智#

我们应该结合两种学习方式的优势#

两种学习方式应该倾向于合作而非

竞争&

)&# 我们仅仅使用了大脑

的 *./'

+# 这种说法是非常荒谬的 &

人类身体机能的运行和其他活动都

需要大脑的参与 # 所以仅仅 (&%的

大脑活动是远远不够的 & 一个人在

做事情或想问题的时候 # 任何一个

简单的动作 # 比如握手或读单词 #

都需要 (&%以上的大脑参与 & 即便

一个人什么事也不做# 大脑也处于

忙碌状态# 因为它需要控制身体的

一些基本功能# 比如呼吸和心率&

)0# 电视对孩子学习有害吗'

++ 在信息化时代下 # 电视 )

电脑等电子产品对孩子并没有传说

中那么多的危害& 不同年龄段的孩

子对荧屏信息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

的# 父母要引导孩子正确利用电子

产品# 并从中获取有益信息&

)1# 我们是否应该根据孩

子们的学习风格进行教学'

+#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

说法 )你并不是学习不好# 只是没有

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 学习风

格理论在实践中广为流行 # 但在心

理学上却找不到对其运用的可靠证

据# 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

!神话"& 教学要在兼顾学生差异的

同时# 激发学生调整自身学习方式

以适应学习环境的内在驱动力 # 而

不只是宣传所谓的 !学习风格"&

)%# 计算器经常被视为学

生计算能力低下的罪魁祸首 &

是这样吗'

+# 事 实 上 # 通 过 对 *+,--

'国际数学与科学成就趋势调查( 的

分析# 计算器的使用并不一定会导

致数学成就低 # 甚至在特定教育阶

段# 使用计算器更有益&

另一让人惊讶的发现是 # 计算

器的使用改变了数学的枯燥乏味 #

让学生对学习数学有了更加积极的

态度&

)2# 学生是否应该根据他

们的能力进行分组'

+# 人们经常会理所当然地认

为# 应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给学生

分组 # 实施分层教学 & 研究表明 #

按照学生的能力分组 # 对学生没有

任何好处# 反而会导致教育不公平&

)*.# 升学率高的学校一

定是好学校吗'

+# 在学校中# 如果学习的目的

是与他人竞争 # 让尽可能多的人通

过考试# 那学校系统就无异于工厂&

认知能力固然重要 # 但对认知能力

的培养# 超过培养人们解决社会问

题的技能# 教育就狭隘化了& 因此#

学校在重视认知发展的同时 # 更应

该关注学生情绪素养的发展&

那些所谓!教育真理"或许是!空中楼阁"
!杨光富

!人类的大脑只使用了 %&'

左右 # 尚有 (&'的潜力等待开

发 $" 在好莱坞电影 &超体 ' 中 #

神经病理学家诺曼教授在大礼堂发

表演讲时如是说$ 影片女主角露西

的大脑被开发至 )&'时 # 她已表

现得像个超人$ 当露西大脑的开发

率越来越高# 连时空都成了她手中

的玩具$ 这暗示着我们具有变得更

聪明% 更成功的巨大潜力# 因为人

类可以开发利用剩余的大脑$

遗憾的是# 这种说法并不符合

科学-

英国剑桥大学神经心理学教授

芭芭拉.萨哈基安说( !人类只用

到大脑 %&'的说法是非常荒谬的$

无论何时# 整个大脑都是活跃的#

其神经细胞都在工作中# 因为一旦

神经细胞闲下来# 就说明它退化或

死亡了$"

当我们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

术观测大脑活动时发现# 人在做事

或想问题时 # 任何一个简单的动

作 # 比如握手或读单词 # 都需要

%&'以上的大脑活动参与$ 即便一

个人什么事也不做# 大脑也处于忙

碌状态# 因为它需要控制身体的一

些基本功能# 比如呼吸和心率$

不知从何时起# 我们的学校教

育中充斥着诸多这样的误解///

在学前教育领域! "关键期

假设# 的观点非常流行$ "关键

期假设% 主张! 儿童在成长过程

中存在几个关键时期! 错过了时

机! 某些学习就不会有效果$

"脑力游戏让人更加聪明%!

这一观点让很多家长在孩子很小

的时候就让他们开始接触积木&

拼图等$

我们还常常听说! "你并不

是学习不好! 只是没有找到适合

自己的学习方法$%

有很多人认为多训练使用左

手可以开发右脑! 以提高自己的

逻辑思维能力! 因为左脑主导感

性认识! 右脑主导逻辑思维$

还有诸如经常饮用含咖啡因

的饮料会降低思维的灵活性$

''

很多学生% 家长# 甚至教师都

对此深信不疑$ 然而# 这些口口相

传的所谓 !教育真理"# 很多并没

有得到充分的科学证明$

)&&) 年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 !大脑与学习项目 "

首次把这类没有多少科学依据% 所

谓的 !教育真理" 称之为 !神经迷

思"./0123456789$ 它虽然听上去有

一定的科学性# 但很多已经被证实

是错误的$

)&%: 年 # 英国心理学作家克

里斯蒂安.贾勒特+,72;86;<= ><22066,

写了 &大脑的重大 !迷思"'+!"#$%

&'%() *+ %(, -"./0,#他采用最新研

究成果# 对现代神经科学中的虚构

和事实进行了分析$ 在这本书中#

他列举了人们对大脑的十个重大误

解# 它们不仅伤害着我们的孩子#

也威胁着我们的健康% 商业和真正

的神经科学研究$

)&%? 年 @ 月 %) 日# 英国 &卫

报' 发表了一封信# 它是由来自美

国和英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神经科

学% 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 @& 位知

名学者联名撰写的$ 在信中# 这些

科学家们表达了对于当前在学校教

育中流传较广的 !神经迷思" 的担

忧# 如认为学生可以通过使用自己

偏好的学习方式取得更好的成绩的

!学习风格" 论$ 他们认为# 这样

的一些传闻不仅会浪费资源# 甚至

会影响到学生调整自身学习方式以

适应学习环境的内在动力$

最新出版的 &糟糕的教育 (

揭穿教育中的神话 ' 一书中 # 引

用大量科学家和教育学家的研究#

通过数据和案例揭穿了当前教育

领域中广泛存在的所谓 !真理 "

和 !神话"$

对这些所谓 !教育真理 " 和

!教育神话 "# 世界各国的教育界

顶级专家们几乎都持否定态度$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这十个教育误区#你知道吗

!

高中选科# 需结合生涯规划

生涯规划# 或叫职业生涯设计# 是

对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

定 % 分析 % 总结 # 对自己的兴趣 % 爱

好% 能力% 价值观% 特点进行综合分析

及权衡# 结合时代特点# 确定最佳的职

业奋斗目标# 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

之有效的计划和准备$

一般对生涯规划的理解和做法是(

学生刚进高中时# 就根据学生的兴趣特

长选定 @A@ 学科的小三门 # 并按照选

择固定班级# 将相对灵活的小三门 )&

种组合餐# 固定为几种常见套餐# 方便

管理# 形成 !小走班" 模式* 结合素质

评价中对志愿活动 B& 学时的要求# 让

学生到具体的社会空间去体验职业场

景$ 一些为儿童设计的商业活动如 !星

期八小镇 "# 就是为 @!%@ 岁时期的儿

童开设游戏形式的社会场景# 进行职场

角色扮演活动* 请毕业的校友返校介绍

各高校的办学特色% 专业特点* 填报志

愿时# 一些精算考分和大学专业录取分

如何匹配的第三方机构对家长进行技术

指导$

生涯规划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找到自

己的学科特长% 有利的高考组合模式和

与学生性格兴趣吻合的职业发展方向$

中学和大学的教育方法有很大的

不同 # 导致中学的优秀学生进入大学

后有较长的不适应期 ( 老师不再事无

巨细地划考点 % 没有标准答案 $ 大学

老师对中学老师的培养成果也不以为

然 # 很多学生没有自己的想法 # 思维

僵化 # 追着老师要标准答案 # 缺乏学

习的内驱力 $ 这是由来已久的顽症 #

但是在新高考形势下 # 必须向这个顽

症开刀$

如何为大学各专业提供志向% 情怀

匹配 +而非仅仅分数匹配, 的学生# 让

学生的学习过程更自觉% 学习生涯更具

持续性# 复旦大学教授孔爱国认为# 教

育必须为学生坚定职业信仰# 这种信仰

就是即使遇到红灯# 也相信最美的风景

就在最困难的关口# 相信坚持之后就会

有收获之日$ 这种坚持# 不是偏执# 而

是基于理性分析后产生的合乎客观规律

的判断力量$

有些生涯规划# 目标还是对学生高

考的几门功课进行排列组合以规避风

险# 进而取得高分$ 这种风险规避# 也

就是遇到红灯就右转的做法# 归根到底

是担心资源被抢占# 担心充当别人的分

母# 担心失去 CA$ 现在中国的教育资

源较以前已经丰富了很多# 为什么还会

出现这种焦虑呢)

美国生态学家教授保罗.埃尔里奇

比较悲观地认为人口越来越多# 资源是

有限的# 可耗竭的资源是不能持久的$

他和经济学教授朱利安.西蒙教授于

%(D& 年 ( 月打了一个赌 ( 赌 %& 年后

铬 % 铜 % 镍 % 锡 % 钨等五种金属的价

格$ 他们以假想的方式买入 %&&& 美元

的等量金属 # 每种 )&& 美元 # 价格以

%(D& 年 ( 月 )( 日为准 $ 假如到 %((&

年 ( 月 )( 日这五种金属的价格在剔除

通货膨胀的因素后上涨了# 西蒙就要付

给埃尔里奇这批金属的总差价$ 假如价

格下跌了# 埃尔里奇将把总差价支付给

西蒙 $ %((& 年 # 五种金属无一例外地

跌了价# 埃尔里奇依照约定把 E?B&? 美

元的支票寄给了西蒙$

西蒙赢了$ 虽然这五种金属是不可

再生性资源# 但是技术的进步可以开发

和生产出它们的替代品$ 纵观人类社会

的发展史# 是人类面对困境后不断突破

自然约束的历史$ 美国经济学家% 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说( !人类的

未来并不取决于空间% 能源和耕地# 而

将取决于人类智力的开发$"

生涯规划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观

什么是生涯规划

理性规划& 帮助学生坚定职业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