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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索高职生学业成绩和未来取向的关系,验证未来取向的启动效应,并以未来取向的视角探讨如何提升高职生的学业成绩。方

法：随机抽选某高职院校学生300名,测量不同学业成绩学生之间的未来取向水平差异；随机抽选某高职院校200名学生将其平均分为启动组和
控制组,进行未来取向启动效果检测。结果：学业成绩高的学生与学业成绩低的学生在未来取向水平上有显著差异；未来取向启动效应显著,
启动组的未来取向水平显著高于控制组的未来取向水平。结论：学业成绩高的学生未来取向水平较高,且未来取向水平可以在特定的教育教学
活动中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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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上一学期思修、语文和英语课程的期末成绩。再从中随机抽选200名学生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
”教育水平作为衡量社会

完成未来取向启动效应检测题,其中100名学生为控制组,另外100名学生

兴衰程度的一个重要评估要素,其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政府政策导
向与资金投入、教师文化程度和职业能力、学生身心健康、家庭文化资本
[1]

为启动组。
2.2测量工具

等 。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与核心素养的提出,学业成绩的优劣虽不

虽然国外学者Seginer将未来取向的测量体系发展得较为完善,但为

再是唯一标准,但作为反映学生学习能力的重要参考指标,一直以来都是

避免由中外文化差异导致的研究结果误差,本研究参考刘霞、黄希庭等人

人们关注的焦点。教育者与研究者们试图全面且准确的了解导致学生学业

编制的《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

成绩出现差异的原因,从而提供优质的教育思路,以便教育工作者采取更

研究相关度较高的题作为未来取向水平测试题,题项分别为：(1)我能想象

为高效适切的教育教学方法。例如,有学者认为在学生的语言能力学习中,

到自己十年后的生活情境。(2)我很少思考未来。(3)展望未来让我感觉心

科学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脑构建文化体系,让人们对相关知识的理解更

情舒畅。(4)想到未来时,我有点惴惴不安。(5)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每

[2]

[10]

和李爱梅的研究方法

[11]

,选取五个与本

富有意义,因此提出“概念型教学法”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症

个题项均为五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计1分到完全符合计5分。其中,题项二

下药方才有效。

和题项四为反向计分题。此外,未来取向启动效应检测题采用李爱梅等人

1 问题提出

编制的文字启动材料。其中,启动组的文字材料用来引导被试展望未来,

高职学生群体作为我国技术技能人才的主力军,肩负着中华民族伟

而控制组的文字材料为与此概念无关的中性材料。

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对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蓝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2.3数据分析

用。因此,关心他们的教育质量特别是学业成绩就显得尤为重要。相关研

根据统计学高低分组的操作方法及要求,按照施测样本量约27%的比

究表明学生学习成绩受时间管理、自我监控、父母参与、情绪适应、未来

例对学生各学科成绩及平均成绩进行高低分组,并采用spss20.0对研究数

取向等因素的影响

[3-5]

。此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由于专业不同,专业课成

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如下：
表1

绩无可比性,故本研究选取三门公共基础课(思修、语文和英语)的平均成

不同思修和英语成绩的高职生在未来取向水平上的差异

绩作为衡量学业成绩高低的指标。
未来取向是指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偏好未来的方向,同时也是个体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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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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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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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思考和规划过程 。最早由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于1949年

N
62

思修成绩

提出,其认为未来取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但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从1979

2.803**

年Gjesme提出的要素观到1987年Nurmi提出的过程观,再到2000年Seginer
提出的“动机—认知—行为”观,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未来取向水平会受
到后天内部动机和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7-8]

。故这种善于思考计划

未来,倾向于卷入未来的程度可以在后天成长的过程中得到强化或削弱。
虽有研究表明16岁左右的青少年未来取向水平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
[9]

关联,并且未来取向对提升他们的学业成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对

注：高成绩=1

由表1可知,高思修成绩与低思修成绩学生,高英语成绩与低英语成绩
学生在未来取向水平上均差异显著,而语文成绩不同的学生在未来取向水
平上差异不显著。
表2

于高职学生未来取向与学业情况的研究多集中在与学业投入或学业倦怠
的关系上,故本研究将深入探讨高职学生未来取向水平和学业成绩的关系,

未来取向

以期找到高效适切的教育教学方式来影响学生的未来取向水平,从而促进

不同平均成绩的高职生在未来取向水平上的差异
平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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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0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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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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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平均成绩即为思修、语文和英语三科的平均成绩

其学业成绩的提升。

高平均成绩=1

2 研究方法

低平均成绩=2

由表2可知,高平均成绩学生的未来取向水平显著高于低平均成绩

2.1测量方法
随机抽选某高职院校300名学生完成未来取向水平测试题,并填写的

48

低成绩=2

*p<0.05；**p<0.01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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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未来取向

(2)高职生的未来取向水平可以在特定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得到提高。

未来取向水平启动效应分析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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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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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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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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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2019年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主观幸福感、
自尊和攻 击性 行为的关 系研 究——以 贵州 省清镇职 教城 为例”

由表3可知,未来取向启动效应显著,且启动组的未来取向水平显著高
于控制组的未来取向水平。

(2019B220)；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9年校级课题“
“学霸”的心
理机制研究——基于未来取向和跨期选择的视角”(GYYZXY2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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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不同学业成绩的高职生在未来取向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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