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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道：考得好，还要报得好；学得
好，还要做得好。一句轻巧的顺口溜向人
们呈现了一幅从中学生到大学生再到职
业人，并且融入了专业、职业与行业的动
态职业生涯发展画面。 然而这段横跨 40
多年的生命历程真的经历起来并不如想
象得那样轻松， 这其中会遇到许多的困
惑、变动、甚至反反复复……
选 专 业 ，就 是 选 未 来 ；好 未 来 ，成 就
好人生！
积极应 对 ，理 性 选 择 ; 做 自 己 的 高 考
志愿选报专家。

教师入户家访可以增强教师的使命感
所谓使命感，即人对一定社会一定时代，
社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的一种感知和认同。
在使命感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人
生的价值。2020年的春天，注定会因为它的特
殊被深深的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突如其来的
疫情打乱了正常的生活，有人恐慌、悲观、绝
望，有人服从、坚守、信任，更有人白衣素甲慷
慨逆行。医护工作者、解放军战士、社区服务
人员还有无数的志愿者， 他们的壮举为最终
抗疫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无不体现出
他们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感！
作为教师该怎样践行自己的神圣使命
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位叫王金良的乡村教师。
疫情期间，为了不耽误学生们的学习，老师们
响应号召积极网上授课，王老师也不例外。不
过，王老师做得更多更仔细，他会每天两次步
行三十多公里去收发班上35名学生的作业
本， 进行特殊时期的家访。 学生家长吴丽芳
说：“王老师每天来送作业我们都很感动，现
在孩子也能自觉学习了， 王老师做了一个很
好的榜样。作为家长，我由衷地感激王老师的
付出。我的孩子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真的很幸
运。面对来自家长和社会的赞誉，王老师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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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聊高考志愿那些事儿
——
的志愿选报专家！

理性选报高考志愿的步骤

入户家访的教育形式是伴随着一批人成
长起来的， 这种教育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发挥了积极的难以替代的作用。曾经，在福建
省福州市12345便民（惠企）服务平台上，出现
了一篇名为 《投诉关于市教育局发文要求市
中小学每学年至少要有一次入户家访的通
知》的帖文，帖文以家长身份称，当今通信方
式足够发达，电话、QQ、微信都能比入户家访
更迅速、及时，教师入户家访根本没有必要，
应当叫停。然而，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社
会的变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多样化、
便捷化，教师入户家访的形式常常被冷淡，甚
至被排斥。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快餐文化不
断盛行、教育功利化不断升级的当今社会，更
应该尊重教育规律， 给教育足够的耐心和等
待，慢下来做教育。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教育
“润物细无声”的对中学生今后健康成长的巨
大作用。就让我们耐心些，在班主任和课任老
师完成学校教育的同时， 以积极的心态鼓励
并提倡教师入户家访，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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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的志愿选报专家

新高考改革与中学生
职业规划的意义

自从2014年浙江、 上海率先实行新高考
改革以来，所有与招考相关的事情备受关注。
今年是山东省高考改革新政实行后的第一次
志愿选报，采取“专业（类）+学校为一个志愿。
普通类考生允许报考96个平行志愿， 艺体类
考生允许报考60个平行志愿”的选报模式。这
也是新高考改革的初衷——
—把选择权交给考
生， 让每个考生结合个人优势选择适合的专
业学习；高校按照专业要求和学生特点，为社
会培养塑造未来能够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的
人才——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但是要确定适
合的专业， 并拟定一份满意的高考志愿清单
着实让考生们焦虑、纠结。
对于大多数没有任何选报经验的考生、
甚至家长来说， 面对众多关于如何填报志愿
的技巧、APP等信息真的感觉一头雾水，无所
适从，也不确定究竟该依据哪个标准、哪家说
辞才能让自己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笔者根
据从事生涯教育教学和咨询经历认为： 高考
志愿选报表面上看似选择适合的专业， 深层
次则是选择幸福美满的人生——
—“我的未来
我做主！”因此我想告诉考生：唯有听从你的
内心，结果才能让你满意。换句话说：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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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能否选到适合的专业进入满
意的大学并非完全由录取高校单方决定的，
而是由考生和家长、招生主管部门、高校共同
努力来完成的。由于实行新的选报模式，往年
的填报数据作为参考依据的作用大大降低，
现实中可供参考的选报经验稀少； 并且一些
专业的选考要求、招生办法、录取章程发生了
很大变革； 以及人们在选报过程中需求和考
量要素越来越多元和个性化， 尤其是近年来
经济发展态势、就业市场新动向、职场选人标
准攀升都给高考志愿选报带来前所未有的复
杂和不易。种种现实表明：在这样一个多变的
时代，无论是满足当下需要、制定阶段目标、
还是长远规划， 想要作出一个确定的理性选
择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然而不管现实要求如何变化， 首先有一
点考生必需认同： 你积极投入志愿选报的态
度、 一定要成为大学生的坚定信念都是助你
愿望实现的必备要素。除此之外，如果再掌握
一些所谓志愿选报的“套路”，相信你靠近理
想大学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大。
不过需要向考生澄清：这里讲的“套路”
指的是专业选择的理论依据和填报志愿的规
则、技巧。简单来说，可以用公式表示——
—
那么如何理解这两个公式？ 正确的解题

思路是什么？
事实上， 真正实现理想志愿的考生毕竟
是少数， 多数人所期待的莫过于能够达成或
接近理性选择的高考志愿。 通常一个好的理
性志愿选报结果要经过三个步骤来完成：
1. 了解自己。清清楚楚地了解个人特质，
包括个人的能力倾向、兴趣、资源及限制，个
人期待和目标；
2. 了解现实。 明明白白地知道大学专业
职业发展方向、报考要求、招生章程、录取规
则、可利用社会资源；
3. 分析决策。 在个人能力可达到的范围
内， 综合考虑权衡前两步之间的利弊作当下
满意的选择。

拟定高考志愿选报方案的方法

了解了高考志愿选报的步骤， 尽早采取
有效行动，全力以赴把控好两个环节：搜集信
息，制定高考志愿选报方案。简单来说，就是
八个字：知己、知彼、分析、决策。
通常搜集与拟定高考志愿选报方案有关
的信息包括两大类： 个人信息+专业信息，即
个人的特点和品质与专业的要求和条件。这
些信息一方面帮助考生清楚“我是谁，我想要
什么，我适合选报的专业是什么”；另一方面
知道“每个专业学什么，需要训练哪些能力，
学习该专业可以进入哪个领域， 未来从事哪
种类型的职业”；甚至体验“做这类职业的人

他们吸引我的品质是什么， 我要怎么选择未
来有可能拥有他们那样的生活状态等等”。因
此搜集信息的过程既是解决个人困惑降低焦
虑的过程，更是促使考生辨识专业的价值、发
现职业的意义、找寻生命意义的过程。这些信
息搜集得越多、越翔实、越有助于个人作出一
个好的高考志愿选报方案。
然而对于大多数之前不怎么了解生涯规
划知识，少有花时间精力觉察自我与众不同
的特质， 探索专业职业发展信息的考生来
说， 这的确是个难题。 最快速有效的应对办
法就是进行测评和查询。 测评的方式分为正
式评估和非正式评估。 正式评估是指使用信
效度比较高， 有规范施测要求的量表和问卷
等测评工具， 测评之后能够得到针对相同一
类人普遍具有的典型特征进行表述的测评结
果， 同时推荐与描述特征匹配度较高的专
业、 职业； 非正式评估一般通过游戏、 书
写、 扮演或者绘画等形式进行。 这类评估能
够反映测评者具有的个性化特征， 根据其特
征表现、 自身感受确认特质类型、 以及与之
匹配度较高的专业、 职业。 但无论采用哪种
评估方式， 如果测评之后再借助专业人士对
测评报告和数据进行解读会对结果应用更具
参考价值。
做测评筛选专业虽然短平快， 但是也容
易让考生给自己贴标签， 反而限制了考生从
更广的视角看待高考志愿选报的意义。 因此
建议测评前仔细阅读施测要求， 并选择比较
安静的环境，并结合个人的真实感受填写。同
时还要科学理解测评结果和数据报告。

慢下来，请把家访功课做到“家”
履 刘春晖
地说“还有两年我就要退休了，我会站好最后
一班岗， 再苦也不能亏待这些期待走出大山
的孩子。”是啊！王金良老师的红色双肩包里
装的的不仅仅是孩子们的作业本， 装的更是
满满对教育的责任和使命！

教师入户家访使教育更有仪式感
教育是需要仪式感的。仪式感，是教育不
可或缺的一种价值表达。 我们作为教师进行
的真正的教育， 都是一种基于教育目标与价
值的唤醒、引导和建构。而教育的价值期待，
需要在学校的教育活动中以各种适合的方式
来表达与实现。能“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
同” 的仪式， 正是对教育价值的一种富有张
力、直入人心的隆重表达。这种表达，无论是
预设表达，还是生成表达，都是对学生成长的
一种有力牵引与乐观期待。从学生入学，到学
生毕业，学校所拥有的意象挥洒空间，无疑有
很多，很多，而作为不可或缺的入户家访更需
要彰显教育的仪式感。
教师千篇一律的课堂上的说教， 会自然
而然地让孩子们感受到教育方式的单一、枯
燥， 孩子们更喜欢换一种形式的新鲜的教育
方式， 走出校门的入户家访在很大程度上对
孩子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因为入户家访使
老师的教育具有了仪式感。其实，每一个人的
生活都是需要有仪式感的， 在人生的漫长旅
途中能让人记得住的事情总是那么几个节
点， 那些节点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式感标
记在人的脑海之中。 这正如在生日之际众多
的“生日快乐”祝福语不能让人记忆深刻，可
是家人若为之精心准备了一顿大餐、 精心布
置了生日宴会会场、 精心赠予了生日礼物后
再送上一句“生日快乐”便会让人难以忘怀，
这是因为这样的生日赋予了仪式感， 仪式感
会在视觉、听觉、情感共鸣等多个方面刺激生
命个体，使之印象深刻。
尽管说在一定程度上讲， 入户家访会让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实验中）

一部分同学既担忧又期盼， 担忧的是老师跟
家长零距离接触会把自己在学校和家庭里的
问题都暴露无遗，使自己面临“如临大考”的
风险， 期盼的是能够得到老师的造访和关注
是一种激励和自豪， 老师的入户使师生交流
有了浓浓的仪式感， 为了这样有仪式感的节
点，更多的孩子会精心准备、认真对待、改正
不足， 以期尽可能多地展示自己的优秀和闪
光点给家访的老师。 老师身体力行的有仪式
感的入户家访定比单纯的教师讲授、批评、引
导会在学生心中留下的印象更深刻， 教师家
访产生的效果也会更明显、更持久。

教师入户家访能够给学生以真诚感
学校教育需要真诚， 老师对学生的真情
实意会让学生心中更踏实， 学生更期待被读
懂，在我们现实的教育工作中，老师和学生往
往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 老师的真诚投
入也许会让教育效果更明显， 会更加缓解教
师和学生之前的矛盾。坚持真诚做教育，用心
对待每一名学生， 入户家访可以给学生以真
诚感。
在通讯方式多样化的前提下， 入户家访
的必要性在不断降低，这成了不争的事实，但
是决不能够说入户家访就可以被现代通讯方
式所取代。
越是坚硬的外壳儿里面越是藏着柔软的
部分。 教师入户家访通常会一改平日里的严
肃，老师不再是居高临下的指挥者，平等的姿
态更有利于深入沟通， 入户家访教师会把柔
软的教育情怀和人文关怀流露给学生， 融入
老师真切的情感的入户家访让学生在会不由
自主中得到一些触动、 感动进而转化为积极
向上的行动。

教师入户家访能够让师生获得认可感
学生具有向师性， 老师的评价对学生起

着巨大的不可代替的作用， 同样道理学生对
老师的评价对老师也起着积极的无法替代的
作用，这是一组一荣俱荣的合力，也是必不可
分的两股教育力量。
入户家访让老师深入学生家庭， 更近距
离地了解学生的衣、 食、 住、 行， 更真实地
了解学生受教育的家庭背景， 更全面地了解
和掌握学生的性格、 特长， 更准确地看见孩
子的需求、 个性和潜能， 收获更全面详实的
教育资源， 为老师选取更直接、 有效的教育
手段提供参考， 对学生的教育会更有针对
性，特别是对于“问题学生”， 教师入户家访
有利于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让学生收获
认同感， 这有利于找到施教的切入点， 进而
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 在教师更多、 更全面
的关注中， 学生身上的问题被及时发现， 在
进步中不断收获认同感， 进而收获学习自信
和学习乐趣。
教师入户家访不仅仅能让学生不断进
步，还能使家访老师赢得家长的尊重、理解和
配合，在教育学生方面形成合力，形成教育的
最大公约数，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同时产生
良好的社会效益，促进家校和谐。这在一定程
度上也让家访老师收获了认可感， 产生积极
了上进的内驱力， 进而促使教师自身不断钻
研业务、提高自身业务素质，获得职业认同感
和幸福感。
入户家访，让教育变得更有“人情味”，也
让教育更加接地气。 入户家访作为家校沟通
的重要渠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它给老师们提供了最直观、最迅捷
的教育讯息，缩短了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更
重要的是在入户家访的过程中， 教师传递了
更多的真情， 为实现教育高效与和谐提供了
重要的保证， 也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动
力支持，所以即使通讯方式再发达，入户家访
也不能太“匆忙”，教师不妨慢下来，请把家访
功课做到“家”，相信在很长时间里必然会存
在，也必将得到进一步的鼓励和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