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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未来 奠基人生
——成都市通锦中学校生涯成长教育巡礼
具有校本特色的生涯规划课程。
成都市中心城区有一条通锦路，看似普通，却闪烁
着华彩的历史印迹：唐代园林遗址蔚为大观，蕴含着盛
世的缤纷故事；北宋“交子”诞生于此，荣耀着世界最
早纸币的丰功伟绩……这里，还有一方已历经六十三年
征程的育人圣地，那段锈迹斑驳的铁轨，述说着这所曾
经的铁路子弟校与中铁二局、中铁二院的血脉传承；校
园内已列入市级历史建筑名录的“俄罗斯小楼”在高大
挺拔的香樟、白杨的掩映下别有一番沧桑韵致。她，似
一艘泊港待发的船舰，于城市的喧嚣中娴静优雅，气质
非凡。她，就是省级校风示范校、省级示范性高中——
成都市通锦中学校。
无疑，这是一所文化熏染丰富与历史积淀厚重的学
校。历史，让通锦中学校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长度有
限，而宽度无限。与历史对话，更让通锦中学校意识到
教育应该放眼长远，奠基学生人生，设计美好未来。从
历史中走来，通锦中学校积极适应转制的冲击，通过励
精图治，不断推陈出新，开展生涯成长教育，仅仅十一
年时间，便成为西部地区新时期素质教育的典范。

谭六三校长同专家研讨生涯课堂教学

职业学校调查一

在起点和目标之间，
“设计未来，奠基人生”

“三生”德育与“三心”教学和合
“共生”
教 育 的 本 真 是 什 么 ？ 这 是 通 锦 中 学 在学会读、写、算等日常生活基本技能
校一直探讨的问题。在这里，大家形成
这样的共识：教育应该是学子扬鞭策
马、登高望远的驿站，是设计未来、奠
基人生的渡轮，而不应该成为只看升
学、只唯分数的工具。现在大部分学校
往往被分数、名次所累，挣脱不开传统
教育的羁绊。作为一所历史积淀和文化
底蕴深厚的学校，能否自内发力，走出
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教育求真之路？
通锦中学校给出的回答是：一定能。
教育求真，首先要追溯源头。到底
培 养 什 么 样 的 人 ？ 通 锦 中 学 校干 群 同
心，心底的答案很明确，那就是：育全
人、育通人。在现有的基础教育框架
下，既满足青少年对教育的基本需求，

的同时，还应培养学生解决问题和积极
实践的能力，增强寻求就业机会的能力
和公民意识。重要的途径就是在课程设
计中增加生涯规划教育课程，对学生进
行生涯辅导。生涯教育不再是嵌入学校
教育的一个模块或插件，它不仅仅是职
业教育，更是贯穿小学、中学和大学所
有教育环节的内核。在基础教育里加入
生涯教育，并非学校教育的进步，只是
教育回归育人本质的务实求真。
基 于 这 个 出 发 点 ， 通 锦 中 学 校一 直
在思考如何将普通课程生涯化、生涯规
划课程普通化。在实践中，学校以已有
的“三生”德育和“三心”教学为基
石，进行再梳理与深挖掘，自然生成出

起一个师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
护、人人平等、和睦相处的校园。“信心”
让学生从参与生涯教育课程中找到自己身
上的“闪光点”
，感受到成功的快乐，逐步
培养和树立起乐观的情绪、坚强的毅力、
远大的理想、谦逊的品质。

通锦中学校开展的“三生”德育，以
学生的“生存——生活——人生”为中心
线索，精神内核上与生涯教育紧密相容，
包括生存技能教育、生活品质教育和人生
尊重教育本质，共识育人理念
智慧教育，生涯教育是对人生智慧教育的
丰富和发展。
通锦中学校认为，教育不应该是整容
而通锦中学校的“三心”教学，是指 式教育，整齐划一，而应该是多元化教
师生的“重心”“耐心”和“信心”。“重 育，百花齐放。在构建学校文化时，通锦
心”着眼于教学和学习活动中师生关注 中学校从理念系统到学校精神，再到物化
点，要求在生涯教育实践中重视对人的兴 的视听系统、行为系统，首先就强调了独
趣的关注，满足每个学生成长成才的需 特性。学校以“通达”为校训，提出了
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了解职业、认识 “通情致和，达德立人”的办学理念，凝聚
社会、规划人生，从而过上有意义的生 出培养“智仁勇”兼备的“达德”公民的
活。
“耐心”让学生从感受关爱的过程中学 育人目标，提炼出“设计未来，奠基人
会关爱，帮助学生发展健全的人格，构建 生”的育人理念。

认识自我，文理艺体混科选择，学业规
划，明确发展目标，增强发展动力；高二
在理念和实践之间，
“以人为本，构建课程”
发展特长，专业选择，了解社会，修正生
在通锦中学校，课堂可谓多姿炫彩： 教育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但生涯教育显 涯规划；高三确定志趣，选择人生事业，
已不仅仅是四面为墙的教室和窄小的三尺 然不止于此。
完善生涯规划。
讲台，而是无限延展的各个空间：可以是
在通锦中学校，教育的着眼点主要在
在课程设置上与目标紧相对应，设计
传 统 教 室 ， 也 可 以 是 校 外 车 间 、 厂 区 、 于对学生进行“全人”教育。从根本的意 提高相应能力的主题活动，主题活动中包
农庄、拓展基地、游学征途、航空模拟 义来说，生命教育乃是一种“全人”教 括 每 月 一 期 的 特 色 课 程 ： 初 一 围 绕 逃
场……凡是可以学习的地方皆被通锦中学 育，它涵盖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 （防） 生活动主题，既有梦想课程、（陪）
校称作课堂。在通锦中学校，课程也不仅 和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既关乎 爸妈去上班、认识通锦、探究自己的性
仅局限于语数外等基础学科，学生可以自 人的生存与生活，也关乎人的成长与发 格、探究自己的能力等自我认知课程，还
由选修课程：可以学习逃生、急救、自救 展。一种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式，理应 有三生教育之生存能力课、考试管理、自
的技能，积蓄抗击人生风浪的能量；可以 将人的全面发展放在首位，学生首先应该 主学习、劳动课程之家政 （买菜、洗理
选择各类体育课程，养成运动、健身的习 懂得生命的意义、人的价值，学会如何理 菜）、劳动技能课程之园艺、劳动课程之水
惯，增强报效国家的体质；可以修习传统 解自己与他人，明了自己要做什么以及该 电工、初识人生规划等技能课程；初二围
国学，深入了解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可 往何处去。通过系统的生涯教育启蒙，学 绕生命终极关怀，设置研学旅行、感兴趣
以学习世界各国语言，甚至通过“留学超 生、家长、教师如果都能深化一种“生涯 职业调查、认识成都、再探梦想、再探兴
市”下单，走出国门，游学亚欧美，纵览 观”——时间观、空间观、状态观，着眼 趣、再探性格、劳动课程家政 （切炒菜）、
五洲风云，开阔无限视野……缤纷多彩的 于分数背后的“人生”，着眼于人生的长 认识自己的情绪和气质、劳动技能课程之
课程设置，是通锦中学校将“设计未来， 远，从而让人树立起人生大局和整体的发 园艺、退队仪式、考试管理等课程；初三
奠基人生”的育人理念落到实处的点滴尝 展意识，进而增强人生自信。再配合新高 围绕中职教育超市主题，设置研学旅行、
试。
考改革，生涯教育就更可以有效地让基础 高中学校参观调查、感兴趣职业调查、认
从 立 意 高 远 的 理 念 到 行 之 有 效 的 实 教育的最终出口多元化，这或许是生涯教 识四川、了解未来社会、职业领域介绍、
践，距离到底有多远？通锦中学校坚信， 育更为重要的使命。
成都职业需求状况、劳动课程之水电工等
求真必须务实，根深才能叶茂。要想把
“全人”也是在践行“以人为本”。人 课程；高一围绕国内外职业展介和自建社
“设计未来，奠基人生”的育人理念从无形 加上本，就构成一个体字。只有成体系的 团主题，设置职业性向测评、六选三学业
化做有形，必须要经历一个长期稳定的浸 教育，才能形成系列知识，才能让学生形 规划、研学旅行、认识通锦、认识中国、
润过程。学生的发展既是系统的，也呈现 成有效生涯规划能力和主流生涯价值观。 人生需要规划、开启梦想旅程人际关系处
出阶段化的特点，以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为 所以通锦中学校首先组织团队，做广泛调 理、探究我的兴趣和性格、探究我的能
抓手，通过多维、多点，构建一个整体性 研，结合学生的年龄及心理特征进行目标 力、探究职业价值取向、考试管理、文理
的选修课程群，才是真正从理念通向现实 的阶段分解，架构了一个从初一到高三的 混选择等课程；高二围绕国内外大学专业
的康庄大道。
生涯规划教育课程矩阵：
展介主题，设置感兴趣职业体验、走访高
在这个课程矩阵中，从初中到高中六 校、感兴趣专业调查、了解世界、了解国
立足“全人”教育，架构生涯规
个学年，从寻找兴趣、培养志向、探究梦 外大学、人生规划学业规划、自主学习过
划教育课程矩阵
想，到确立目标、发展特长、形成志趣， 程管理、考试管理、再探梦想等课程；高
从现实层面讲，随着新高考改革方案 层层推进。目标设置则是循序渐进，初一 三围绕留学超市主题，设置研学旅行、大
的出台，届时学生除了语数英之外，还要 唤醒生涯意识，发现和保护学生的好奇 学专业调查、成人礼、励志课、未来社会
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心，强健学生体魄，增强生存能力；初二 可能的热门职业、自主学习复习、压力管
六科中任意选三科，这就要求学生在高一 强化生涯意识，稳定和培养兴趣，健全人 理、情绪调节等课程。
就要思考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显然，这 格，增强生存能力；初三形成生涯规划意
这套生涯课程矩阵，以全成长周期的
是开展生涯教育的重要出发点，也是生涯 识，进行初次生涯规划，普职选择；高一 精心设计，让学生在六年的学习时光中，

层层积淀，生涯规划逐步清晰。

师资培训，组建中心组自行孵化
在进行生涯规划课程的总体架构时，
通锦中学校首先严抓师资培训工作。2016
年通锦中学校多次多人参加了各类生涯论
坛或研讨会，派出了多个小团队参加生涯
规划师和学业规划师培训，拿到合格证书
的近 40 人。以这些先行一步的老师为班
底，通锦中学校组建了生涯教育中心组，
并最终实施生涯教育全员导师制。预计在
未来两年内，学校所有班主任和高中教师
将全员参加生涯规划师的培训。通锦中学
校还利用学校国际教育的资源、高校生涯
教育专家、兄弟学校优秀教师以及部分家
长，组成外聘师资团队，增强生涯教育课
程师资实力。

以课题为引领，提升实践探究
能力
在推动生涯规划教育课程建设上，通
锦中学校的策略是以课题研究为引领，以
行政手段助力推动，把课程的研究成果应
用于生涯规划教育之中。生涯规划教育的
重心在高中，并逐渐扩展到初中，初高中
各有侧重，初一是起点，初三是节点。学
校以生涯规划教育理念为指导，整合学校
已有的课程资源，对班会课、综合实践、
研学旅行、研究性学习、活动课程等进行
课程的有机统整，从而构建起学校的完全
课程体系。
实践证明，
通锦中学校的生涯教育课程
体系不但是可行的，
也是非常有成效的。学
校的生涯课程体系推行至今，通过分层分
科，因材施教，学生发展“低进高出，高进优
出”，
成都市“以入量出”
评估，
毕业生综合素
质能力强，
文化成绩优秀，
艺术、体育特色鲜
明；
尤其是学生信息化、国际化视野开阔，
出
国留学接受国际教育的人数与质量出类拔
萃；
职业兴趣指导全部覆盖。

职业学校调查二

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消解对立，完美人生
凡创新之举，必与传统之力产生碰撞
摩擦。想要将创新的星星之火燃烧成不熄
不灭的雄浑烈焰，就需要创新实践者更果
敢的坚持、更睿智的决策。
对通锦中学校的领导班子来说，生涯
教育的实践想要长足推进，必须从管理模
式、课程内涵、师资能力上大胆突破。

在管理模式上，引入新机制，注
入新活力

生涯教育课堂

生涯教育中心组成员磨课

1．在传统班主任制的基础上，引入导
师制。通过有限度地实施导师制来弥补传
统班主任制的不足。实行导师制，科任教
师学长共同参与班级管理，有利于弥补班
主任一人管理的不足，把班主任从繁重的
工作中解放出来。实行导师制，教师指导
的学生少，从而有时间和精力了解学生差
异、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开发潜能、因人
而异制订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学生的
学习和成长做出客观分析与评价。
2．实行学长制与学分制迫在眉睫。在
老师之外，学校充分挖掘学生资源，让学
生影响学生，以此作为导师制的重要补
充。学分制在满足社会需求与学生个性发
展需求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但在实际运
行中也存在着学生选课具有盲目性的缺
陷。导师制、学长制是完善学分制的配套
措施。导师制、学长制并行的立体复合型
教学管理模式，通过教师和学长对学生的
言传身教和个别指导，能形成教学互动的
良性机制，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条件和氛

围。

在课程内涵上，延展新内容，培
养新能力
生涯，就是生命的涯际。生涯教育，
就是生命教育，是针对生命过程实践的教
育——而不仅仅是以生命为对象的关注。
某种意义上，生涯教育甚至要比“生命教
育”
“生活教育”里的生存与生活更有活力
与整体性。要关注生命的活力，这一关注
就应该从生命的开始直至终结。在美国、
英国等发达国家，死亡教育的课程从上世
纪 70 年代就已进入中小学。而在国内，类
似的课程还停留在医学院的选修课中。正
是因为缺乏这种教育，死亡才无法“脱
敏”
，因此诸如成人礼、临终关怀等生命教
育课程也应当加进来。通锦中学校正是认
识到这一点，尝试着在课程设置上增加生
命教育内容，引导学生认清生命的本质，
接受生命的自然规律，进而更好的珍爱生
命。

在师资能力上，培养优质专家，
实现精细分工
通锦中学校实施生涯教育以来，冲击
更大的是教师。毕竟，每一位教师习惯了
传统课，一下子要转变思路、应对多样化
的课程教学，压力自不待提。有的老师
说，“学校刚开始推行生涯教育的时候，
大家都有些困惑和迷茫。一方面不知道怎
么教，另一方面也不知道会不会如设想的

那样美好。”可是，经过观念的扭转和不
断的培训学习、课堂实践，老师们逐渐发
现了生涯教育不仅有助于引导学生的生涯
规划，对老师们自我认知和定位也大有裨
益。很多老师从自己的兴趣出发，选定一
个领域，精益求精，成为专家。通锦中学
校不仅要做学生成才的渡口，也要变成教
师事业飞速提升的阶梯。通锦中学校就是
这样推动每一位老师挖掘自己的潜能，建
立自己的价值体系，找到事业归属感。
通锦中学校的校名，暗含通向锦锈人
生之意。这美好的寄予，倾注了一代又一
代通锦人的付出与汗水。学校领导班子之
所以带领全校教师不遗余力地推行生涯教
育，就是想把学校这美好的寄予变成现
实，让每一位在此求学的学子，都能提前
认识自己的兴趣、潜能、梦想，更早地规
划和描绘自己的人生蓝图。
学生们是否真如学校领导班子所期望
的那样，学有所成呢？来听听孩子们的肺
腑之言吧！
有学生这样说，“以前我们读书只是
为了升学，考个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
可是到底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要过什么样
的人生？却从来没有细细去思考过。很庆
幸在通锦中学校读书，生涯教育让我对自
己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这让我能比很多
同龄人更早地开始规划，朝着自己的目标
努力，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迷茫
困惑。”
也有学生说，
“没有上生涯规划课的时
候，日常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未来规划
也只是从身边人汲取意见。目标不明确，
常常不停地试错、变换方向，或者根本就

是没有自主选择人生方向的认知，按照家
长规划的路线去走，有时候这些方向并不
是自己理想的和满意的。接受了生涯教
育，我们无异于走了一条捷径，目标更明
确地通向成功，避免了不少弯路。
”
还有学生说，
“有方向、不迷失，这种
感觉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清晰’
。人生
可以按照自己的清晰认知去绘制蓝图，也
有行之有效的路线图帮助自己去通往梦想
的殿堂，我喜欢这种感觉。
”
生涯教育就像是在孩子们心中开出的
希望之花，让他们拥有自主掌握自己未来
的钥匙，学着去自我探究、自我发现、自
我认知、发现自己的梦想、认识自己的潜
质、寻找自己的职业目标，对自己有一个
全面的、深刻的认识，使自己更加准确地
定位人生，明确自己未来人生发展的方
向。从而增强信心，唤醒心灵，提高学习
动机水平。
虽然通锦中学校只是莘莘学子人生之
路的阶段性停靠，但却陪伴了他们懵懂的
少年时光，这是学生人生生涯的关键期，
可塑性极高，可以雕刻出美丽的梦想，也
可能会把晶莹剔透的孩子变成循规蹈矩的
考试机器。通锦中学校一直以学生的幸福
人生为出发点，守护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心
灵，让他们可以张开翅膀，努力去追梦。
美好的愿望，必将聚集极大的能量。
通锦中学校的生涯教育，绽放着光芒，也
必将璀璨更多学子的人生。愿这所坚持教
育本真与理想情怀的学校，继续汲取岁月
精华，谱写更美的育人篇章，通四方锦
程，终达天下大道！
（于金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