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万玉凤
电话：

０１０－82296639

投稿邮箱
:wanyufeng@edumail.com.cn

2010

年
9

月
1

日 星期三就业·创业
JIUYE

·

CHUANGYE

77

●

职业意识培养对就业影响有多大
———访旅美教育家黄全愈教授

■

本报记者 万玉凤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出台之际， 一套深刻
剖析美国教育模式、 倡导素质教育
理念的图书再次引发教育界关注。

日前， 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举办
的《黄全愈教育文集》 出版座谈会
上， 记者采访了文集的作者旅美教
育学家黄全愈教授。

记者： 近几年来， 大学生就业难、

海归就业难等就业难题一直困扰着中国
社会， 除了中国正面临体制转型和结构
转型“双转型” 艰巨任务等大背景因素
外， 学生就业能力不适应社会需求也是
重要原因。 有学者认为， 学生就业能力
的欠缺， 在很大程度上与学生职业意识
与职业目标培养缺乏有关。 从中美教育
比较的角度， 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是
否赞同上述观点？

黄全愈： 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普遍
性的问题， 中美两国都存在， 但在中国
的问题可能更加突出和严峻。 我想， 这
一方面是中国人口多 ， 高校连续扩招 ，

导致在校大学生数量扩大， 据统计，

2010

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
630

万， 但是中国

目前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却增长有限 ，

无法满足这么庞大的就业群体， 这是客
观方面的因素， 需要国家经济社会的发
展来逐步改善这个落差。 另一方面， 就
是刚才提到的职业意识和就业能力的培
养， 这是导致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
重要原因， 是主观方面的原因， 我觉得
也是更加根本的一个因素。 因为就业机
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逐步满足 ，

但是 ， 如果大学生的职业意识不明确 ，

就业能力太缺乏的话， 即使有再多的就
业机会也不能做到人尽其才， 实现人才
的最大效用。

大学生的职业意识和就业能力欠
缺， 不能全部归罪于大学教育， 其实职
业意识和就业能力， 或者从更广的意义
上讲是生存能力的培养， 不是到大学了
才开始， 应该从小学阶段甚至更小的时
候就开始。

记者： 从教育的目的和导向来看， 您
如何看待职业意识和职业目标培养的意
义？

黄全愈： 素质教育认为 ， 教育的最
终目的是发挥人的特质和潜能， 实现受
教育者在社会就业的分工中实现自己的
价值。 实现这个目标， 很重要的一点就
是进行职业意识教育， 让孩子和学生尽

早地发现自己的兴趣、 特长和理想， 然
后相应地进行教育和培养， 这样才可能
避免教育目标和人才结构单一化， 无法
适应多层次的社会人才需求， 这也是解
决就业难的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途径。

记者： 美国一直比较注重学生职业
意识方面的培养， 美国的职业意识教育
模式和特色是什么？ 是否有些经验值得
我们借鉴？

黄全愈： 美国职业教育没有一定的
模式 ， 不同的学校有自己不同的做法 ，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都很重视
学生培养， 办学机构非常多样化， 不像
中国的大学， 每所高校都差不多， 同质
化， 这是很不利于人才培养的， 因为社
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不是都上了清
华、 北大就好， 也不是所有的高校都要
建成所谓的 “研究型大学”， 在工业化和
后工化社会， 社会需要的人才更多的可
能是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职业人才， 所
以美国的职业教育特别发达， 这也是美
国工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 这一点 ，

中国的问题很严重， 有制度方面的因素，

也有观念方面的因素， 希望能够引起相
关部门的重视。

记者： 立足中国国情， 您对中国的
职业意识教育有哪些建议？

黄全愈： 我曾经提出一个 “四位一
体” 的教育理论， 就是家庭教育、 学校
教育、 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 四者是一
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缺少任何一环都不
利于孩子的培养教育。 我想， 职业意识
的教育也应该从这四方面来着手进行 。

第一， 家长要对孩子从小进行职业意识
教育， 比如， 带孩子参观父母的工作单
位， 了解父母的工作内容， 让孩子知道
父母工作的辛劳； 第二， 学校要开设相
关的课程， 了解基本的职业分工， 培养
孩子的动手能力； 第三， 社会要尽可能
地提供一些供各年龄段学生实习实践的
岗位， 让学生尽早接触社会， 了解职场
现实； 第四， 自我教育， 就是学生要主
动参与家庭、 学校和社会提供的职业教
育和实践机会， 在这个学习和实践的过
程中， 了解相关的职业知识， 发现自己
擅长并且喜欢的领域， 为将来成功就业
作好准备。

作者简介： 黄全愈， 旅美教育学家，

现任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中山大
学客座教授。 他长期奔波于中、 美两国
教育界， 致力于中美教育和文化交流，

所著中美教育比较系列图书在中国教育
界引起较大反响， 其中《素质教育在美
国》 曾被评为非文艺类第一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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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职业预备期要多长
■

燕定美中教育总裁 高燕定

很多人认为下列做法是很正常的：

高中毕业后上大学， 才开始选择专业，

去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 大学毕业前夕，

再开始找工作， 选择自己的职业， 接着
慢慢摸索职业方向。 不少高中毕业生只
知道报考名校， 不知道选专业， 上了大
学仍然在怀疑自己该不该学这个专业；

大学毕业后， 只知道要读研却不知道读
什么； 研究生毕业仍然没有职业目标，

人生没有方向， 长期生活在彷徨中。

新东方集团的徐小平先生多年来指
导过无数“人生迷途者”，他们是从

20

到
40

岁的“最优秀最成功的人，包括大专生、本
科生、硕士、博士，却都因为找不到自己的
就业方向和市场价值，而在现实生活中感
到走投无路”（摘自徐小平著 《图穷对话
录》）。 他们之所以陷入人生困境，正是因
为没有早期的科学的人生设计，没有经历
必要的长期的职业预备期。

在这里， 我要提出一个职业预备期
的概念。 一个普通人， 要成长为优秀专
业人才、 职业人士， 一定要经过漫长的
有职业目标的努力， 经历长年累月的有
针对性的磨炼， 将学历与工作经历相结

合， 才会成为成熟的、 可以迅速进入市
场的人才。 这个过程和磨炼就是一个必
要的、 很长的职业预备期。

不对职业方向进行长期的筛选 、 提
炼， 不对个人的知识、 素质、 能力进行
长期的训练， 是不可能成为高素质的职
业人才的。 专业兴趣和爱好、 知识结构
以及作为优秀专业人才所应具备的高素
质和能力， 都不是在大学的短短几年里
可以培养起来的。 何况， 许多在校生还
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 实际上， 很多中
国学生的职业预备期远远短于

4

年， 他们
在大学期间只 “学习”， 不做事， 没有有
意识地将知识与职业结合， 训练自己的
职业技能， 为就业作准备。 他们的职业
预备期普遍太短！ 这样的大学生怎能期
待雇用单位对他们感兴趣呢？

徐小平和乔慧存合著的 《黄金是怎
样炼成的》 中， 乔先生有一段令人深思
的叙述： “在研究生期间， 我曾经业余
在哈尔滨的亚冬会组委会工作， 有一个
哈佛的学生做我的助手， 他可以在

5

分钟
之内起草一个非常专业的信函， 我做不
到。 我和可口可乐谈赞助的时候只能通
过他作桥梁来相互沟通， 他帮我做亚冬
会主办城市合同和亚奥理事会的申请合

同， 协助我做所有赞助、 专利、 广告的
策划及对外谈判， 而他只不过是哈佛在
校三年级本科生，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
国人。 他给我的启示是， 一定要上一个
世界顶级的商学院。 我也是研究生， 我
也读过工商管理 ， 虽然他是我的助手 ，

甚至本科还没有毕业， 但我和他的专业
技能差得很远。

作为踏入世界顶尖的沃顿商学院的
乔先生， 毋庸置疑是万里挑一的佼佼者，

他尚有这样的感慨， 说明中美学生专业
技能确有很大的差距。 很多优秀的美国
学生从很小就开始考虑未来， 踏踏实实
地参加与职业目标有关的工作， 他们中
的很多人甚至在进行这些实践时并没有
意识到， 这是在作职业准备。 不过， 社
会规范和市场规律、 教育的目标是为就
业和走向社会的思想观念， 使他们下意
识地很早就接受这样的 “素质教育”， 自
觉理性地寻找与职业有关的实践工作 ，

这是中美两个社会观念的差别所致。 相
对而言， 中国学生甚至全社会普遍都没
有这个概念， 没有早期职业规划的意识，

这也许就是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主
要原因之一。

在成长过程中 ， 职业定向可能会被

很多可变因素所影响， 比如： 个人兴趣
的转移， 对前途、 收入的期望、 人生价
值观等认知的改变， 不以个人意志为转
移的个人能力和素质， 甚至社会、 经济、

技术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对它们的认识 ，

等等。 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 并不是大
学
4

年可以完成的。 很多大学生、 家长和
教育者都误以为， 大学教育可以造就专
业人才， 使其顺利就业。 实际上， 这是
不科学的看法， 一些学生进入大学， 上
了北大、 清华、 哈佛、 耶鲁以后就以为
万事大吉， 大事张扬， 大举庆祝， 都是
这种思想的体现。 其实， 哈佛、 耶鲁的
学生 ， 都有毕业后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

不为职业市场认可的。

现实中 ， 很多没有职业意识的人 ，

即使大学毕业， 也因为没有足够的与职
业密切相关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在职业
市场上缺少竞争力。 许多中国大学生抱
怨毕业后找不到工作， 实际上， 很多单
位也在为他们找不到合适的、 能够很快
独立工作的雇员而大伤脑筋。 由于大学
毕业生普遍没有足够的技能和专业化的
职业态度， 也没有立即独立工作的能力，

雇主对应届大学毕业生不抱应有的希望。

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练就令人
服气的， 被职业市场追捧、 渴求的和立
即为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和技能。

只有早期建立职业发展的观念 ， 历
经较长的职业预备期的磨砺， 具备广阔
的知识和职业技能的人， 才能够顺利地
进入社会， 成为优秀的职业人才。

【链接】

美国： 职业发展指导始于6岁
西方许多国家从小学就开始了形式多样

的职业意识教育和人生规划教育， 如职业
日、 职业兴趣测试、 社会实习， 等等， 以增
强学生的职业意识。 他们注重学生对社会工
作经验的积累，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邀请社会
各界职业人士到学校发表演说； 学校还定期
组织一系列的模拟实践活动， 年满

14

岁就可
以利用课余时间到校外打工， 积累宝贵的工
作资本。 即使没有正式的工作经历， 但实习
期所学到的东西也能在毕业生求职的过程中
发挥积极作用。

以美国为例， 从小学至大学乃至研究生
阶段， 学校都普遍开设就业与创业教育课
程。 他们把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紧密结合，

进行创业教育， 除了开设创业课程外， 学生
还按自己的兴趣选学某些职业技术技能。

美国有一个国家职业信息协调委员会
（

NOICC

），这是
1987

年由国会通过立法成立
的联邦机构，它由教育部、劳工部、商务部、农
业部、国防部的

9

位副部长和署长的强大阵容
组成，足见政府对职业发展的重视。这个机构
的职能是指导发布职业和培训计划信息，制
定职业发展指导规范和职业教育规范。

该委员会早在
1989

年就组织制定、 首次
发布了《国家职业发展指导方针》 （以下简
称《指导方针》）。 先后参与制定《指导方

针》 的
150

多位专家来自教育部和其他全国
性的团队和机构。 这部近

200

页的指导方针，

针对全国不同年龄段的人的职业发展指导作
出规范， 是权威的职业指导文件。 目前， 美
国各职业咨询机构、 学校、 职业发展专业咨
询人员， 有关职业规划的出版物， 都以这个
《指导方针》 为纲行事。

《指导方针》 将所有应该接受职业发展
指导的人群分为小学、 初中、 高中和成年人
4

个年龄阶段， 要求从
6

岁的孩子开始， 对每
一年龄阶段人员的职业指导都分解为自我认
识、 探索教育与职业的关系、 职业规划三大
环节。 这是一个在职业发展中需要经历长期
的不断循环反复， 对个人频频进行调整的过
程。 这是一项非常必要的、 长期的“素质教
育” 的系统工程。

不同年龄段的职业规划有不同的指标和
要求。美国人

6

岁上小学，《指导方针》规定，从
6

岁开始的职业指导和训练，要让孩子学会对
自己的兴趣、专长、能力等进行“自我认识”，

要进行“教育与职业关系的探索”，研究教育
与职业的关系，了解职业信息的获得和使用、

工作与学习的关系、工作与社会的关系等，还
要学习职业决策和进行“职业规划”。 职业发
展指导不仅涵盖了素质教育的所有内容，而
且还大大超出了大家的理解。

根据市场调整招生计划 提前发现中学的好苗子 拓宽学生国际化视野

上海财大构建大就业工作体系
■

本报记者 董少校

继
2006

年、

2008

年中断招生之后， 上
海财经大学对外汉语专业将在

2011

年再一
次暂停招生， 蓄势积力。 上海财大副校
长孙铮告诉记者： “内中原因不在于生
源缺乏、 师资力量不够， 也不是毕业生
找不到出路， 这是学校为尊重人才培养
规律、 确保学生就业质量的而作出的主
动选择。”

近年来， 上海财经大学各级领导职
工都意识到， 就业工作不是就业中心一
家的事， 而是全校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

学校将就业关口前移， 全力构建涵盖招
生与培养的大就业工作体系。 在狠抓就
业市场开拓、 做实就业咨询辅导等传统
就业工作基础上， 上海财大建立了根据
市场需求调整招生规模的动态机制， 提
前深入中学发现对经管类专业有兴趣并
有潜质的好苗子， 在师资配备、 课程设
置、 教材选择等方面与世界一流商学院
接轨， 拓宽学生的国际化视野。

招生： 用市场机制调节专业
设置和招生规模

上海财经大学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盲目贪大求全 ， 而专注于做精做强 。

自新世纪以来， 上海财大适时调整专业
招生结构， 从社会需要出发， 坚持将教
学资源向优势专业倾斜， 对学科建设不
可缺少但人才市场比较饱和的专业， 如
对外汉语 、 社会学等 ， 实行轮换招生 ，

土地资源管理、 旅游管理、 专门史等专
业只招研究生不招本科生， 用市场机制

调节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 提高毕业生就业
的针对性。 法学、 经济学、 公共经济与管
理、 工商管理等专业一、 二年级宽口径培
养， 高年级专业方向分流， 以此培养专业基
础好、 发展后劲足的现代财经人才。

孙铮副校长以往在给本科生授课过程中
发现一个现象： 会计学等专业学生高考成绩
非常高， 可是有将近半数学生是 “被选择”

进来的， 家长认为毕业出路好就让他们这样
填报志愿。 “学生学得很痛苦， 教师也教得
很吃力。 如果学生缺少对所学专业的兴趣和
禀赋， 那他以后很难在这个领域有大的发
展。” 孙铮深有感触地说 。 从

2009

年开始 ，

上海财经大学与上海中学、 杨浦高级中学等
建立合作关系， 到中学开设管理学、 经济学
初级课程， 建立金融实验室， 由此发现一批
对商科感兴趣、 有天分的学生。 就业工作以
招生为起点， 贯穿了学生从入校到离校的全
过程。 孙铮表示， 接下来学校将探索承认学
生在高中阶段修习的经管类课程学分， 并将
部分大学课程听讲席位向高中生开放， 让他
们尽早介入对商科的认知与学习， 学校也寻
找招收一批好苗子。

培养： 以国际化视野配备师资
设置课程

师资队伍素质高低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关
键。 上海财经大学充分运用国家优势学科
“经济学创新平台”， 加大引进海外教师的力
度， 近

5

年来吸引了
80

多名来自耶鲁大学 、

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杜
克大学等高校的海外人才加盟。 五大学院院
长全部是海归人才， 为培养高素质财经人才
奠定了坚实基础。 美国经济学年会召开期

间，

5

位院长在亚特兰大分别设点招募面试
人才， 不少学者惊呼， “上海财大引进人才
动真格、 有魄力”。 学校建立了开放式的双
轨制师资管理制度， 确保做到人才引得进、

留得住、 用得好、 走得掉。 经济学院院长田
国强说： “上海财经大学把一批真正懂得办
大学的人引进来， 形成了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引进的上财特色。”

高水平的海外的师资为上海财经大学带
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 为人才培养带来了根
本性的变化， 大大拓宽了学生的国际化视
野。 学校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通行范式， 进
行课程改革， 按国际一流大学的课程要求建
设双语、 全英语课程。 拿经济学专业来说，

初级、 中级、 高级的 《微观经济学》 《宏观
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全部采用英文原版
教材授课， 参照北美前

20

名大学的做法设置
课程体系。 上海财大与

30

多所海外大学建立
了学生互访制度， 每年到海外大学交流的大
三学生占该年级总人数的

10％

。

国际化的师资力量、 课程设置、 教材选
择、 互访制度等带来了具备国际胸怀的高水
平学生， 不少上海财大毕业生选择了赴国外
大学深造或到涉外单位就业， 参与国际对话
和竞争。 据统计，

2010

年上海财经大学出国
留学的学生占毕业生总数的

7.4％

（其中本科
生出国留学比例为

12.1%

）， 加上进入跨国企
业工作的学生， 涉外去向的毕业生占总数超
过
1/3

， 成为受到各国认可的国际经济管理
人才。

就业： 建立职业发展教育阶梯
服务学生

“学校在招生和培养环节作了大量富有

成效的努力， 基础非常扎实， 我们就业中
心的工作就是锦上添花。” 上海财经大学学
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谭予絮说 。 近年来 ，

就业中心不断求新求变， 服务于学生的人
生选择， 服务于学校的工作大局 。 他们建
立了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阶梯 ， 精心设计
相应教育和辅导手段， 从新生入学至毕业
离校典礼和晚会 ， 环环相扣 ， 全程落实 。

在职业发展教育及日常工作中 ， 就业部门
工作团队积极争取校内外资源为学生发展
创造平台 ， 注重学生能力和人品的培养 ，

深入学生活动， 融教育于各种精美的设计、

一言一行及师生情谊之中。 就业中心还实
现了工作技术的现代化， 以调查研究指导
实践工作， 以信息技术提升工作效率， 取得
显著成效。

每年秋天， 上海财经大学都会组织召开
全校中层干部以上参加的 “招生、 培养、 就
业工作会议 ”， 大家称其为 “三位一体会
议”， 这项不成文的制度至今已经坚持了

6

年。 全校上下存在一种共识： 招生、 培养、

就业三者紧密融合， 招生和培养是就业工作
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年复一年的实
践中， 三者形成了联动机制， 实现了良性循
环： 优质生源争相报考， 人才培养质量步步
提高， 毕业生在就业市场受到了用人单位的
欢迎。

“对接国家战略 ， 培养经世济国之才 ，

传播富国裕民之策， 这是上海财经大学的社
会重任。 中央决定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
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
际航运中心， 对于上海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
遇。 如何不辱使命， 关键之一就是要重视和
落实人才队伍， 尤其是财经领军人才的建设
和培养。” 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永章
表示， “今后， 我们将举全校之力， 整合高
端优势教育资源， 为上海和全国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 能够参与全球竞争的财经领军人
才， 为促进国家经济金融产业的战略调整和
经济整体能级的提升作出贡献。”

院校视线

日前， 安徽滁州学院国土信息工程系的大学生冒着高温闷热天气， 深入滁州市重
点建设项目之一的“撇洪沟工程” 建设工地， 参与工程数据测量， 协助城市防洪工程
施工。 图中大学生在建设工地认真细致地记录测量数据。

CFP

供图

河南师大：学生拍DV传承非物质文化
■

王杰屈会超

采撷华夏文明史， 传承民族文化
魂。 今年暑假， 河南师范大学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调研队走进全国第一个
农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焦
作市冯丈村， 调研当地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哼小车”， 并热情拜师学艺。

在活动中， 队员们利用
DV

等摄影
设备拍摄了“哼小车” 《俊英下楼》、

《玉娥观灯》、 《劝丈夫》 等经典剧本
的老艺人表演场景， 通过影音生动形
象地记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精髓。

队员们还通过录音采访的形式， 整理
“哼小车” 剧本

18

篇， 录入艺人电子档
案
10

余份， 并就“民俗信仰与火神祭
祀”、 “民俗戏曲文化”、 “农民精神

生活” 等课题进行实地采访和调研。 看
到队员们能用拍

DV

的形式记录精彩完整
的表演， 村里的老艺人们特别激动， 积
极主动地配合队员们的拍摄工作。

传承非物质文化， 近年来颇受世人
关注。 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有
着灿烂辉煌的文化， 但一些相对偏远地
区交通闭塞、 信息落后， 一些珍贵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造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灭绝的危
险。 针对这种现状， 河南师范大学依托
该校文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的专业优势，

通过前期选拔出热衷于非物质文化传承
并且品学兼优的学生骨干， 特组织了这
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服务队， 队员们
通过下乡拍

DV

， 让现代科学技术更好地
服务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 将创业教育全面融入人才培养计划和专业
教学课程， 该学院自去年

9

月开始设立
4

个电子商务创业班， 目前全院有
1200

多名学生在淘宝
网开店， 全院学生一年兼职创业所得超过

2500

万元，

60%

以上的学生生活费都能自理。 图
中大学生李晴营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 新华社发 （张建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