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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观教育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路径探析 

 

林木  李楚楚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 

 

摘要：将职业观教育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对学生未来发展、国家人才需求、学科价值认同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和作用。从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职业观教育的时代要求入手，探索教材内容、典型案例、平台载体、

评价机制方面融入职业观教育的有效路径，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服务国家发展，实现人生价值，

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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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职业教育前途广

阔、大有可为，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

大国工匠。为推动职业教育又好又快的发展，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

大的人才和技能支撑，必须加强青年职业观教育，吸引更多青年接受职业技能教育，以更好

地实现人才分流。职业观是人们对职业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对职业本质、意义、目的和评价

标准的认识和看法。
[1]
初中阶段是学生成长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阶段既是他们了解自

己、发展自己的阶段，也是他们把握时代发展需要、合理规划人生的阶段。基于此，必须充

分发挥好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主渠道作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职业观教育有机融入

课堂教学，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服务国家发展，实现人生价值。 

一、职业观教育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时代要求 

（一）学生未来发展维度：树立正确职业观，合理规划人生 

初中对于学生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职业启蒙阶段，特别是初三学生，他们的人生即将进入

一个崭新发展阶段。在面对进入普通高中、选择职业高中或直接步入社会时，他们往往难以

依据自身情况和社会需要做出恰当选择。当前，受心理和教育因素的影响，初中生对各种职

业及其要求缺乏充分的了解，对个人兴趣爱好和能力特长也没有清晰的认识，因而无法形成

明确的职业观，在职业选择上就会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如部分初中生职业认知明显缺失，抱

着“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对个人未来职业选择及其发展没有规划，从众地把“升高中，

上大学”作为自己的唯一发展方向；职业认知出现偏差，忽视个人实际，把社会上“热门”

或者“网红”职业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所以，指导中学生前移职业理想，科学定位人生发

展宏图，进而构建出未来升学、择业、创业的标准，对学生的成长成才至关重要。
[2] 

因此，必须对初中生开展职业观教育，帮助其做好升学或就业的准备，在结合个人兴趣

爱好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做出恰当选择，合理规划人生。初中道德与法治课作为德育

的主渠道，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旨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就内在的包含着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使其在

明晰个人定位和价值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并在未来的学习和实践中不断

提升能力素质，以更加自信从容的态度应对激烈的社会竞争，从而实现人生价值。 

（二）国家人才需求维度：培养多样化人才，服务国家发展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

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http://www.sinoss.net 

 - 2 -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突出强调要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实施知识更新工程、技能提升行动，壮大高水平工

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当前，初中生受职业认知缺失或偏差的影响，往往忽视个人能力和

兴趣点，不愿意从事技术型工作，错误地认为这些职业“不体面”，因而导致国家人才市场

出现需求和供给不相匹配的局面。一方面，知识型人才过剩，很多大学生面临“就业难”问

题；另一方面，技术型人才短缺，很多行业面临“招工难”问题，不利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和结构转型。 

因此，必须对初中生开展职业观教育，帮助其认识到无论是知识型人才，还是技术型人

才，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作为德育的主渠道，

旨在使学生对不同职业及国家人才需求有充分了解，纠正他们对职业认知的偏差，用平等的

眼光看待不同职业。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结合个人能力和兴趣爱好，客观理性地

做好职业规划，而不是片面追求“高学历”，技术型人才并非“不体面”，很多职业反而为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在此基础上，消除他们对技术行业感兴趣却受到“不体面”观念的

羁绊，使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并在国家系统培养之下经过努力奋斗成为优秀的技术型

人才，服务国家发展，实现人生价值。 

（三）学科价值认同维度：贯彻“三贴近”原则，增强教育实效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直接关系着学生未

来的成长成才。引导初中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能够使他们在未来客观理性地进行职业选择。

当前，初中生对道德与法治课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学科价值认同度低，认为其在各门课程之

中居于副科地位，期末考试多为开卷形式，中考科目也并未纳入其中，因而相较于语文、数

学、英语等主科而言不重要。与此同时，他们认为道德与法治课授课内容枯燥，与个人发展

并无太大关联，因而学习兴趣不高。这些错误思想严重阻碍道德与法治课学科价值的有效发

挥。 

因此，应当以职业观教育为切入点，使初中生充分意识到道德与法治课同每个人都息息

相关，影响着自己未来发展走向，进而认同其学科价值。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选取丰富的

影像资料并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向学生充分展示多元化的职业类别，介绍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此帮助学生建立职业认知。同时，利用激烈的课堂辩论和有趣

的角色扮演等形式，进一步强化学生的职业理想。在此基础上，组织各种社会实践劳动，把

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此举既丰富了课堂教学形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又增强了学科价值认同，有助于转变学生的学习态度，使道德与法治课贴近实际、贴近

生活、贴近学生，不再“枯燥无味”，而是丰富多彩。 

二、职业观教育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路径对策 

（一）将职业观教育与教材内容深度融合 

教材是对学生进行职业观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2020 年，新修订的初中道德与法治课

程标准中增加了“了解不同劳动和职业的特点及其独特价值”这一内容。这表明，初中道德

与法治课本身就包含了职业观教育的相关元素。因此，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师作为教育的主

体，应当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找准职业观教育与教材相关内

容的结合点，即通过开展多种课内外教学活动，推动两者深度融合，从而引导学生在参与活

动过程中，逐步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马克思指出，人们选择职业的方向应该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职业观教育的

重要目标就是培养每名社会成员都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乐于奉献且不断发展自身。通过对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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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进行梳理分析，从中不难发现本课程在不同教学板块设计中都有与职

业观教育相关的内容。如在八年级上册“我与社会”教学中，为帮助学生更好的感受和参与

社会生活，充分了解社会关系，教师可以开展课堂小活动形式向学生介绍社会上不同职业所

扮演的角色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使学生认识到职业的不同意味着身份的不同，

并不影响社会地位的平等，鼓励学生更加积极主动的投身社会生活，不断延展自己的社会生

活空间，从而更好的明晰自身在社会关系中的定位，努力为社会做贡献；在九年级上册“共

圆中国梦”教学中，为使学生深入理解中国梦的深刻意蕴，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教师可让

学生在课后查找并分享不同职业的“筑梦故事”，通过一个个平凡却伟大的故事，使学生在

感受祖国日益发展壮大的同时能够深刻认识到无论哪种职业在国家发展过程中都占有着重

要的地位，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用奋斗谱写青春华章。值得一提的是，由于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具有综合性特征，与学生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都息息相关，因

而教师可以将职业观教育与其进行深度融合，而不仅局限于教材本身。 

（二）将职业观教育与典型案例有机结合 

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驱力。
[3]
为把职业观教育融入初中道德与法

治课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仅依靠枯燥乏味的“说教式”教学，显然是行不通的。

为此，教师可以通过情景创设这一教学方式，以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学生的特点需要为基础，

选取真实生动的典型案例，利用形象鲜明的图片、生动的文学语言、富有艺术感染力的音乐

营造职业观教育情景，使学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在情景交融中不断提升职业

认知，进而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明确未来发展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任何一个平凡岗位，都能书写

不平凡的故事；任何一个普通个体，都能通过努力取得伟大成就。正是通过千千万万个在自

身岗位上努力拼搏的人们，国家各项事业才能不断发展。因此，在七年级上册“少年有梦”

教学中，为了鼓励学生勇于追梦、不懈圆梦，教师可通过播放中国航空航天的相关纪录片，

使学生直观的感受中国人航天圆梦的艰辛历程，充分认识到当前我国航天事业光辉成就的取

得离不开每一个在自身岗位上兢兢业业的航天工作者，进而引导学生将少年梦想及其人生目

标同时代脉搏相连，积极进取，实现梦想。在九年级下册“多彩的职业”教学中，为了帮助

学生做好职业准备，理解敬业精神，教师可以将全民战“疫”的鲜活素材以视频图片或远程

连线“亲历人”的形式引入课堂，这些包含“民族精神”、展现“中国力量”、凝聚“人民

情感”的真实素材更能引起学生产生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使其更加深刻地理解选择一种职

业就意味着承担一份责任和使命，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爱岗敬业，实现价值。同时，

也能够使学生充分理解各种职业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平凡岗位也能拥有不平凡的人生。 

（三）将职业观教育与平台载体完美贴合 

2019年 3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思政课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和

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八个相统一”。其中之一，就是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因此，对学生进行职业观教育，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必须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就要求

教师在深入挖掘教育资源基础上，不断拓宽教学平台，通过开展课外社会实践活动，帮助学

生在深化理解所学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明确自身发展目标。 

拓宽职业观教育的平台载体，开展丰富的与学科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够突破单一课

堂教学模式的局限性，推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与职业观教育相融合。如在九年级上册“坚

持改革开放”教学中，为了使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树立民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走访活动，到城市街头、乡野田间去访问不同职业群体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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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的真实感受。比如改革开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在改革

开放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不仅有利于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沟通交流能力，也有利于学

生在访问过程中对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社会巨变有更加真实的感受，深刻明白各行各业

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独特的作用，越平凡越伟大，职业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从

而树立起职业平等的理念；在九年级下册“走向未来”教学中，为使学生做好升学和就业准

备，更好的开启人生新征程。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到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和工厂企业进行实地

考察，帮助学生在对自身能力、性格、爱好及各类职业有一个全面认识的基础上，结合个人

实际选择职业发展方向，解决其对“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我要如何去”等问题的

迷茫和困惑，从而合理规划人生。值得一提的是，将职业观教育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

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教师充分利用各种平台载体，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

的共同努力才能使其在学生未来职业选择上发挥更大作用。 

（四）将职业观教育与评价机制紧密联合 

为使学生将正确的职业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必须建立合理有效的评价机制，充分发

挥教学评价激励、诊断和引导等功能。2020 年新修订的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新课标指出，鼓

励学校教师结合本校实际，积极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符合思想品德课程特性和学生发展实际

情况的有效评价方式。因此，推动职业观教育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需要教师从实际

出发，以课程的特性作为导向，不断创新评价方式，立足学生真实情况，引发学生深入思考，

使其真正体会到职业观的重要性。 

首先，从课程特性看，教学评价要体现课程的理念，评价结果一定是全面、真实、有效

的。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学评价方式，即只注重结果，只注重教师在课堂上的表

现，满足于热闹的课堂形式，而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要让学生真正参与到教学评价中。

如教师在课堂中要给学生提供充分参与课堂评价的机会，引导学生在深入思考和积极讨论的

基础上，大胆表达自己意见和结论，从而帮助学生逐步养成敢说、敢议、敢评的良好学习习

惯。其次，教学过程的动态性决定了教学评价的复杂性。因此，必须结合多种评价方式以确

保评价结果的有效性。如将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对学生的参与度及学习效果进

行综合反映；将学生自评、小组互评和老师终评结合起来形成多元评价机制，提升评价的客

观性和有效性。最后，从初中生心理、性格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对其学科知识的掌

握进行评价外，还要对其情感、态度和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如在情感方面，帮助学生获得

新的体会，敢于表达自己；在态度方面，帮助学生端正个人态度，充分认识自己；在能力方

面，帮助学生利用所学的职业观教育，打好自身基础，明确未来发展方向。总之，教学评价

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创新，发挥不同“参与者”的作用，利用不

同的评价方式来全面反映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优点和不足，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推动职业观教

育与评价机制紧密联合。 

“人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人人都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无疑能够帮助初中生更好地增强职业认识，让学生尽早规划未来，确定

人生目标，有的放矢地生活和学习，可以在实现人生目标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尽早取得成功。
[4]
综上所述，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师必须充分发挥学科引领作用，不断优化教学路径，推动

职业观教育融入课程教学体系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

靠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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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effect for students' future development, national talent demand 

and subject value identification to integr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o moral and rule of law course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s. Starting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course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ive ways to integr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material content, typical cases, platform carrier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train students to set up correct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e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realize the value of life and practic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through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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