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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定向师范生无需就业及其专业发展前景不明朗的特点及玉林师范学院现阶段的师资
力量结构,融合国内外职业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提出对职业生涯规划课程进行混合式教学改革,以帮助学
生建立合适的职业预期及规划,成为一名合格的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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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iented normal students who do not need employment and their
uncerta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spects,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tructure of teachers in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areer planning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roposes a
blended teaching reform for career planning courses, so as to help students establish appropriate career
expectations and planning to become a qualified rural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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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量短缺,教学形式以课堂教学为主,师生交流的时间和空间有限,

为解决乡村教师缺口大的现状,教育部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

学生学习兴趣缺乏等不足(王君涛,2018)。此外,广西区内中小

政府在2007年后相继启动了定向师范生政策,为乡村中小学输送

学教育并未将职业规划课程纳入其中(张瑛,2016),所以定向师

大量优秀师范生,有效解决了乡村小学师资力量薄弱的态势(易

范生几乎不具备职业规划知识和实践经验,在进行职业规划课

娟,2016)。但是,也应该正视定向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存在一些问

程教学设计时必须考虑这一影响因素。

题,比如培养目标不准确、学生从教意愿不强、学习动力不足、

于此同时,得益于国内网络设施建设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

对定向师范生政策的认同度不够高等问题(田友谊&丁月,2018；

和网络信息化结合成为越来越多高校提升教学质量的重点关注

龙正香&郑琳川,2019；曹婧&马玉芳,2019；邓顺风等,2020)。究

领 域 。 2012 年 教 育 部 颁 布 的 《 教 育 信 息 化 十 年 发 展 规 划

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定向师范生对教师的职业认知和对自身的

(2011-2020)》中明确提出：“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

身份认知的缺失,以及无就业压力及专业发展动力(曹婧&马玉

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促进高等教

芳,2019)。为解决以上问题,各高校以就业指导中心为基础,开

育质量全面提高。”王君涛等人(王君涛,2018；蔡婧,2019)提出

设了职业规划课程,但由于师资力量薄弱,相关研究不足,成效

了“互联网+”和职业规划课程的融合教学,通过网络教学平台,

并不明显,因此面向定向师范生的职业规划课程亟需改革。

整合优质教育资源。罗丽玲(罗丽玲,2020)结合了网络教学资源

1 定向师范生职业规划课程教学研究现状

丰富的优势,针对医学生的的特点建设网络教学资源库,提高学

自2007年教育部开展定向师范生计划以来,即有研究指出

生学习的主动性,提升就业能力。李海霞(李海霞,2020)使用了

需要加强就业指导教育,增强教师职业定位和职业生涯规划的

混合式教学法对《高等数学》课程进行改革,融合线上教学和线

指导(贺春湘&王开富,2009；刘春荣,2012),但单一的就业指导

下教学的优势,有效提高了课堂效率和教学效果。因此,在职业

已远远不能满足定向师范生的职业规划需求,必须单独开设职

规划课程中融入互联网的优势,帮助定向师范生树立职业认同

业规划课程(黄美玲,2017)。而培养计划学分限制,学校重视力

感,增强职业责任感,提高职业素养,进而在指导和协助定向师

度不够等因素(邓顺风等,2020),导致职业规划课程存在师资力

范生顺利就业,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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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考虑到定向师范生的相对特殊性,以及网络平台
的优势,在职业规划课程中进行混合式教学改革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目前的混合式教学法也有缺点,在内容、途径、教学设计等
方面以及针对性上都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进行改进。

划,通过反思他们为实现目标而实施的策略,分析成功和失败的原
因,确保行动计划和个人的能力、态度和学业成绩相互适配。
最后两个学期的重点在于定向师范生能够批判性地审视自
己的教师职业目标,了解实现个人理想未来的有效途径,根据职

2 混合式教学改革探析

业资源和社会环境来调整实现包括相应的学术、经济和个人需

目前,玉林师范学院为定向师范生开设专门的职业生涯规

求的教师职业发展计划的战略步骤。

划指导课程,师资力量以就业指导中心和学工系统为主,采取每

2.2课程模块设计

学期集中授课4-8学时的形式。实际上,如果要达成教师职业身

基于对国内外混合式教学理论和成果的分析,笔者融合了

份认同,增强教师职业认知水平,培养计划中的课时是远远不够

混合式教学的取代模式和自助餐模式(https://www.thencat.

的。在实际操作上,结合职业规划理论,定向师范生的特点以及

org/PCR.htm)(许欣,2018),提出“职业规划课程混合式教学设

现有的培养方案,我们重新细分了定向师范生职业规划以及职

计框架”,将整个课程分为线上和线下两部分,如图2所示。

业规划课程的教学计划。在实际需要和可操作层面上,职业规划

线上部分包括职业规划理论,经典案例,网络课堂,在线讲

课程应当是一个贯穿整个在校期间的课程,因此,需要结合线上

座/沙龙和网络交流模块,供定向师范生根据自身需求,自主学

线下的教学手段,通过挖掘学校现有资源增加课时(自主学习)

习。其中知识性内容主要依托玉林师范学院教学平台向学生提

和加大师资力量(增设职业规划导师,增加心理团辅导师)的投

供,在线讲座/沙龙以及网络交流模块则主要依托QQ、微信、钉

入,形成有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将职业规划素养做到实处,提

钉等通讯软件提供的网络课堂、群功能实施。

高定向师范生的职业规划知识和实践水平,落实教师职业认同
和素养,增强学生的内在驱动力。

线下部分由职业规划导师,课堂教学,体验感(团辅),个别
指导和生涯评价模块组成,主要由教师组织指导进行。针对定向

2.1定向师范生职业规划的六个阶段

师范生的特殊性,通过划分小组同时配备职业规划导师,负责答

由于缺乏职业规划课程,定向师范生的特殊就业渠道以及

疑职业规划制定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同时跟踪每位学生的

所处年龄阶段特点等实际情况,其职业规划与一般意义的职业

职业规划变动缘由。课堂教学主要关注职业规划的完成度,以及

规划和针对高校大学生的职业规划都有所不同,笔者结合职业

布置体验感活动等。其中体验感部分主要通过团体心理辅导活

规划的“5W”理论(杨红秀,2014),并参考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

动提升对教师职业生涯的认识,增强教师职业责任感,提高教师

州针对中学生的职业规划课程,笔者将定向师范生的职业规划

职业素养。个别指导是线上交流的必要补充,面对面交流有着其

课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如图1所示,在不同学期各有侧重。

他交流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可以及时获得教学双方的反馈信
息,从而调整相应的学习状态。最后需要每学期根据学生制定的
职业规划及其变动情况进行生涯评价。

图1 定向师范生职业规划的六个阶段
第一学期重点在于自我评估和认识,学生通过发现自己的

图2

职业规划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框架

长处和兴趣形成积极的自我形象,探讨积极的自我形象和良好
的学习习惯对教师职业的影响,并根据学习生活中获得的自我
认识来制定年度职业行动计划。
第二学期侧重于对教师职业的探索,通过社会调查教师职
业的获得和维持所需的个人特质和有效沟通技巧,根据当前的
学业成绩和个人特长审视并调整自己的年度职业计划。
第三学期需要通过各种途径调查教师职业晋升和个人发展
的途径,研究国家和地区政策以及社会环境对教师职业的影响,
并制定可能的应对策略。
第四学期的重点在于确定和管理学生自己的教师职业行动计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图3

职业规划课程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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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贺春湘,王开富.免费师范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必要性及价

2.3学习课程
根据“职业规划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框架”和课程开展的
时间次序,将制定职业规划的过程分解为四个部分,其学习过程
如图3所示。首先是通过网络自主学习职业规划理论和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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