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帮助学生规划他们未来的教育和职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分析报告显
示，青少年 14—16 岁时期的相关职业指导经历与 10—15 年后的就业结果之间有密切关
系，其中有 11项职业准备指标与青少年的未来职业选择息息相关。本期将一一解读这些
指标，希望能给学校带来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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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科莉

动态

新西兰：重新思考校服的“社交伪装”作用
据新西兰《Stuff》新闻网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校服利弊的争

论在新西兰被重新提起。争论的焦

点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校服是改

善学生学习的直接因素，因此是否

还有必要坚持让学生穿同样的衣

服？早在 19 世纪，当校服和义务教

育一起普及时，校服的出现意味着

平等，因为校服消除了阶级差异的

外在标志，提供了“社会伪装”。一

直以来，校服都在发挥减少学生“着

装竞争”的作用，即通过让学生穿特

定服装减轻社会压力。

如今，新西兰关于校服的争论

重点是：同等对待学生并不一定等

于公平。从逻辑上讲，如果平等和

同一性是直接相关的，校服及相关

政策应该对所有学生产生中性或积

极影响，但是校服的设计和政策对

贫困学生、女孩、少数民族和性别多

样化的学生不利。对于来自低收入

家庭的学生来说，校服高昂的成本

可能是一个重大负担。有些学生甚

至会隔日上学或者逃学，因为他们

需要和兄弟姐妹共用一套校服。除

了费用外，校服的设计和政策也会

直接影响女孩参加体育活动或玩耍

活动。与男生相比，女生的校服往

往会限制她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她

们在游戏时间进行体育活动、攀爬

等。除了对贫困学生和女孩产生负

面影响外，校服的设计和相关政策

还会影响到其他学生群体。例如，

统一的衣服会阻碍超重孩子参加体

育活动，少数民族群体往往难以适

应学校的制服设计。此外，僵化的

校服政策还经常忽视跨性别学生的

需求。

尽管校服引发了争论，但新西兰

还是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即在考虑

公平的前提下要专注于如何更好地

改善与校服相关的政策，从而让学生

穿上更舒适的校服，不妨碍任何学生

自由活动，因为校服的作用应该是保

证学生精神和身体的舒适，最终促进

学生的学习。 （杨晨曦）

新加坡：借助绘本教导儿童应对家暴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随着公

众防止家暴意识的逐渐提升，新加坡越

来越多的人勇于举报相关案件。在过

去两年中，新加坡警方接到超过1万起

家暴举报，相关案例从2020年的5134

起增至2021年的5209起。

鉴于学龄儿童也可能成为家暴受

害者，新加坡警方与新加坡教育部共

同合作向 184 所小学派发一本叫作

《和鲍勃在一起的一天》的防家暴绘

本，教导儿童面对家暴时如何求助。

目前，新加坡警方已派发4万多册防

家暴绘本，各校可以根据情况在课堂

上分享书中信息。

新加坡内政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

部长费绍尔指出，新加坡家暴案例逐

年上升，这部防家暴绘本向小学生传

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任何人都

可能是家暴受害者或目击者，他们不

必感到羞耻，而是应寻求帮助，不要默

默受苦。此书有助孩子了解家暴不是

个人私事，教导他们识别家暴迹象，了

解可以去哪里寻求帮助，并鼓励受害

者尽早行动。 （商润泽）

德国：学生强基计划进入实施阶段据德国《教育点阅报》报道 德国

图林根州学校近期将实施“强基计

划”，该计划旨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

长，并帮助他们补齐因新冠肺炎疫情

造成的学习差距。

近日，图林根州教育、青年和体育部

长赫尔穆特·霍尔特正式向图林根州所

有学校传达了行动方案。目前，该州公

立学校已经开始为学生规划具体课程，

比如开设游泳课，推动研学旅行，同时为

社会工作者提供额外职位，与运动机构

开展运动协作项目等。此外，在“强基计

划”项目框架内，公立学校教师的额外工

作有望获得经济支持，所有学生也可以

根据学校的评估和学习水平分析获得个

人学习资助。

赫尔穆特·霍尔特表示：“‘强基计

划’的受众是德国青少年，一方面支持

学校完成核心任务，即分析每个学生

的学习水平和能力发展，让其了解自

身学习情况，另一方面为学校提供了

许多教学方式，帮助解决学生的社会

情感认知等方面的困惑，从而帮助学

生应对疫情造成的伤害。” （龚杰）

加拿大：学前教育专业扩招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官

网报道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8所

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日前宣布增加147个

学前教育名额，旨在保障有志于从事儿

童保育领域相关事业的人获得更多教育

机会。该省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训部部长

安妮·康表示：“每个父母都希望给孩子

一个最好的人生开端，而幼儿教育工作

者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帮助

孩子发展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和社交

技能。而提供更多培训幼儿教育工作者

的机会，可以促使那些热衷于照顾我们

孩子的人们获得力量。”

据悉，该省将投资132万加元增加

幼儿教育学位，包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学习、在线学习，以及原住民社区、婴幼

儿和特殊需求方面的专业课程学习。这

些课程将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同

时进行，以确保居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较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学生有机会

加入。除了增加幼儿教育学位外，该省

还会提供资金帮助卡皮拉诺大学建立新

的儿童研究中心，从而为幼儿教育专业学

生提供教室和学习空间。 （林虹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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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与更好就业结果相关的三类职业准备度指标

2021 年 11 月 4 日，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发布分析报告——《新冠疫情

大流行中的中学生职业准备度》，揭示

了11项能够有效预测青少年成年后就

业状况的“职业准备度”指标。该组织

建议将这些指标纳入中学生的职业指

导活动，从而更好促进年轻人就业。

据介绍，这份报告是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的“职业准备项目”研究成

果。该项目对 10 个国家（中国、美国、

德国、加拿大、英国、丹麦、瑞士、乌拉

圭、韩国和澳大利亚）的 12 个数据集

（这些纵向研究数据集对同一群人从

上学到成年早期进行了跟踪）进行了

分析，重点研究 14—16 岁青少年的相

关职业指导经历与10—15年后就业结

果之间的关系，以期发现中学阶段职

业指导中哪些要素真正起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以下三类职业准

备度指标与成年后积极的就业结果

（更高工资、较低失业率、更高职业满

意度）存在正相关（见表1）。

11项指标具体内容如下：

指标1：参与职业讲座或招聘会

研究结果表明，参加过招聘会和就

业讲座(员工志愿者与学生谈论他们的

工作以及他们如何得到工作等内容)的

青少年成年后获得了更好的就业结果。

指标2：参观工作场所或见习

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学生参观工作

场所并激励学生反思这些体验，加深了

学生对于职业的思考以及对工作机构

的理解。而持续1—3天的见习（学生个

别或分小组跟随一名或多名员工，观摩

他们每天的工作），可以帮助学生深入

思考未来的教育及职业规划。

指标3：具备申请工作及面试的相

关技能

研究结果表明，一些职业指导活

动，比如教会学生填写申请表、制作简

历或练习面试技巧，与学生成年后更

好的就业结果积极相关。

指标4：经常参与职业对话

研究结果表明，与教师、家庭成员

和朋友之间有过职业对话（通常是非

正式对话）的学生，成年后的就业表现

更好。职业对话意味着中学生正在思

考自己的未来，正在寻找对他们有用

的信息，并寻求对自己未来就业可能

会起重要作用的社会支持。

2018 年的 PISA 测试结果显示，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有 1/6 的中

学生在毕业时没有与任何人谈论过他

们未来想做的工作，尤其是成绩较差

和社会经济状况处于弱势的学生最不

可能这样做。英国的相关研究也表

明，英国有1/4的中学生从未与其他人

分享过自己的职业规划。

指标5：参与短期职业培训课程

在参与项目的国家中，一些国家

的教育主管部门允许学生在普通教

育内学习以职业为重点的短期课程，

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纵向

研究结果表明，学习短期职业培训课

程与学生成年后更好的就业结果积

极相关。此类课程通常面向 15—18

岁学生，他们每周花一定时间学习与

工作相关的内容。

以上 5 个指标侧重衡量学校与雇

主之间的合作。在报告中，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引用了澳大利亚开发的有

雇主参与的职业活动指导模式，以指

导学校与雇主合作开展对中学生的职

业指导（见表2）。

指标6：参与志愿活动

研究结果表明，中学时期参与志

愿活动与成年后更好的就业结果密切

相关。在加拿大和美国，参与志愿活

动是高中生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在

2018年的 PISA测试中，21个国家的学

生提供了他们是否参与了志愿工作的

信息，平均而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成员国有48%的学生参加了志愿活动。

指标7：兼职打工

研究结果表明，中学时期适当兼

职打工（每周不超过10—15小时）对以

后就业有益。学生兼职打工的内容通

常是：直接与客户打交道；花时间阅

读、写作和管理文件；使用收款机和电

脑等设备；使用工具和机械工作；部分

学生负责监督/培训其他人等。兼职

打工为学生提供了发展技术技能、建

立社交网络、了解工作文化、了解自己

的喜好和长期职业兴趣的机会，能够

提高学生的相关就业技能，比如提高

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处理陌

生情况的信心。

指标8：职业确定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过要求青

少年说出他们希望在 25 岁或 30 岁时

从事的工作类型来研究“职业确定性”

与未来就业结果的联系。结果显示，

那些能够说出预期的成年后职业的学

生，未来的就业结果更好。在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有 1/4 的 15

岁学生不具有职业确定性。

指标9：职业抱负

澳大利亚、中国、韩国、瑞士、英

国和美国的研究都强调，即使考虑到

学生的实际学术能力和资质，更高的

职业抱负也与更好的就业结果积极

相关。在研究中，学生的职业抱负往

往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衡量：他们是

否打算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是否打

算 从 事 专 业 工 作 或 管 理 工 作 ？ 在

2018 年的 PISA 测试中，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有 62%的 15 岁学

生表达了自己的职业抱负是期望从

事专业或管理工作，而在 2000 年这一

比例为 53%。

指标10：职业抱负与教育规划的

匹配度

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韩

国、英国和美国的研究表明，如果学

生既有较高的职业抱负又有较高的

教育规划，那么他们未来会有更好的

就业结果。而 2018 年的 PISA 测试结

果显示，平均有 20%的学生的职业抱

负与未来教育规划不匹配，在学业评

估领域成绩较低的学生比成绩较高

的同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偏差。为

了提高匹配度，法国的一些学校要求

初中生研究与所学习主题相关的职

业，并利用公开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研

究获得某项职业所需要的学历资质

要求。

指标11：受教育的动机

研究结果表明，更好的就业结果

与青少年对教育价值的态度之间存在

积极相关性。学生对于上学的态度可

以通过观察学生对一些问题的反应得

出，比如“在学校努力学习将有助于找

到一份好工作”和“上学就是浪费时

间”等。调查结果表明，学校将与工作

相关的内容纳入课程，利用现实中的

例子支持教学和学习，并让职场人士

走进课堂，有助于改变学生的受教育

动机。

根据上述11项青少年职业准备指

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建议学校领

导思考以下 14 个问题，从而帮助学校

加强各类职业指导活动。

1. 学校是否定期通过招聘会，特

别是职业讲座，帮助学生与职场人士

接触？

2.学校是否有参观或观摩工作场

所的计划？

3. 学校有没有教学生如何求职，

包括面试练习？

4. 学校是否帮助学生根据自己

的职业抱负和期望职业的相关要求，

反思他们现在和计划中的教育与培

训选择？

5.学校是否了解学生有没有正在

就他们的职业规划进行讨论？

6.学校是否有鼓励和促进职业对

话文化的规定？

7.学校是否有信心让所有学生在

中学毕业前都有见习经验？

8.学校是否为所有学生提供两个

或更多机会体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9.学校是否帮助学生反思他们的

见习经验？

10. 学校是否知道学生的职业期

望是什么？

11. 如果学生对未来的职业不确

定，学校有没有帮助分析不确定背后

的原因是什么？

12. 学校是否了解学生的职业抱

负，是否有相应的政策鼓励学生拥有

远大抱负？

13. 学校是否了解学生的职业规

划与教育计划有没有一致？

14. 学校是否帮助学生清楚地认

识教育经历与就业结果之间的关系？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指 出 ：探

索、体验和思考等各类职业指导活动

之间应该形成良性循环，从而让学生

变成更有见识也更有经验的职业思

考者，而成熟的职业思考将推动学生

更有效地参与职业指导活动。职业

指导的最终目标是提供能够增强个

人能动性的工具和资源，帮助学生自

信地设想和规划他们未来的教育和

职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此项研

究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青少年进行

职业思考的频率与成年后更好的就

业结果有积极联系。这个发现展示

了青少年职业规划的重要性，有职业

抱负的学生能够清晰规划自己的未

来，并明白未来职业规划与他们所受

教育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未来的就

业表现也会更好。

（作者单位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工作接触活动：介绍与工作和职业

发展相关的想法、信息和概念

主要面向10—14岁学生

主要活动包括：

•讨论父母的职业

•职场人士就他们从事的工作和

工作的价值举办讲座

•讨论职场的性别特征

•参观工作场所

•将职场案例融入相关课程

工作探索活动：帮助年轻人积极探索和

研究职业世界

主要面向13—16岁学生

主要活动包括：

•职场人士就他们从事的职业和如何找

到这份工作举办讲座

•帮助学生研究特定职业：如何获得这

些职业机会以及这些职业的未来特征

•在员工志愿者帮助下提升简历写作及

面试技能

工作体验活动：为年轻人提供参观1个

或多个工作场所的机会

主要面向16—18岁学生

主要活动包括：

•基于社区和职场的实习

•学生在员工志愿者辅导下体验创办

企业

•在志愿者教练的帮助下解决当地社

区面临的问题

•由学生组织雇主论坛，将学生和雇主

聚集在一起，讨论就业期望和机会

表2 学校与雇主合作的职业活动指导模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分析报告：

关注青少年职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