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让中、 小学生熟练掌握初级

急救知识和技能，提高应对突发事件

和灾害的处置能力， 学会自救和互

救。 5月 14日，南明区红十字会、南明

区教育局、南明区六合志愿服务中心

等多部门举办的南明区中小学应急

救护知识普及推广暨演练活动，在南

明区尚义路小学启动。

启动仪式上， 来自红十字会部

门、 六合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消

防部门的官兵分别从灾害的分类与

应对技巧、救护新概念、火灾的产生

与处理方法等方面，向尚义路小学的

1000余名学生普及了各类救护知识

和技能。

据了解，该活动为期半年，至 12

月底结束。 活动期间，上述部门的志

愿者、 消防官兵将深入辖区南明小

学、青山小学、绿苑中学、贵阳市第十

四中学等 10 所中小学， 为孩子们讲

解急救知识，传递急救技能。 同时，还

对 10 所中小学的 50 名老师进行突

发事件处置、意外伤害预防、常见急

症、 创伤救护等应急救护持证培训，

考试合格后由贵州省红十字会颁发

《贵州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员资格

证》，不断提高老师的应急处置能力。

韩圣武 本报记者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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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师表示， 国家大力实施教

育改革， 其目的是实现人力资源最

优化。而考生和家长了解新政，是为

了在志愿填报时，避开雷区，更好地

为个人服务。

通过行业确定职业， 通过职业

确定专业， 最后通过专业来确定所

属的高校。 这是填报志愿的大致思

路。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

郎， 但在女性地位与男性地位平等

的当今社会， 女性也有很多入职就

业的机会。所以不光男性怕入错行，

女性也怕。 这就要求在倒推选什么

专业时候要慎重。行业发展如何、就

业情况如何、薪资待遇如何、行业起

始学历是什么， 对学科知识的要求

是什么。 就专业而言，不同学校，哪

怕统一名称的专业，其课程内容、培

养方向都有可能存在差异。 而这些

都需要家长协助考生到学校相关网

站上去查找。

徐老师强调，等高考分数出来

后考虑志愿填报，那时已经晚了。希

望作为考生、作为家长、作为老师，

帮助考生尽早进行自我探索， 尽早

了解新高考的政策、 不同学校不同

专业的信息。 本报记者 孙维娜

上海市心理专家做客微课堂———

结合生涯规划 谈高考填志愿

大家都知道，高考填志愿是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根据孩子的成绩和特点，填报一

个合适的志愿，将对其一生产生深远影响。 近日，上海市泥城中学心理中心主任，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徐春颖老师，做客贵阳市袁章奎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主持的微课

堂，从“叙事生涯” 视角，结合生涯规划，与群里的贵阳家长分享她关于志愿填报的经

验。 徐老师说，她在工作中，接触到不少大学生，他们当初填报志愿时，因各种原因，选

择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因此给学习、工作造成诸多困扰。

角色定位 孩子、家长、老师都需要

在徐老师叙事视角下所做的

《营造良好家庭学习环境的调查》

中， 她请学生回答了下面三个问

题：

问：您的家长曾经做了什么事

让您觉得对您有支持作用?

����答：家长给我加油、鼓励，有什

么高考的资讯都会第一时间告诉

我，还问了上届的学长学姐，并咨

询老师。

问：您的家长做的这件事情对

您的支持作用是什么？

答：让我感觉到高考不是一个

人在战斗，还有强大的后盾。

问：被这样支持之后，您的想

法或感受是什么？

答：更有信心面对高考，消除

了一定的焦虑。

综上所述，徐老师表示，作为

家长， 角色定位应该是支持者、鼓

励者、建议者和陪伴者。 而不是决

定者。 作为考生，要进行自我探索，

包括兴趣、能力、价值观、梦想等。

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老师或其他

人有可能会出于善意，给出建议或

意见，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应该是自

己。 考生的定位是———决定者，而

非听从者，自己的人生，自己做决

定，是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作为老师，更多的是一个传播

者，他们更多的是涉及到新高考的

政策，他们扮演的更多的是一个建

议者。

了解自己 要进行全面评估

首先明确：我们是谁，我们从

哪里来，又将去向何方？ 通过什么

渠道知道？ 这就要涉及到一些评

估。 正式评估———问卷测试，然后

请专业的生涯规划师进行解读。

根据霍兰德职业兴趣量表中

六边形的雷达图，可以看到，一个

人存在 A 艺术型、S 社会型、E 企业

型、C 常规型、R 实用型、I 研究型六

种特质。 而通过所属代码，就能大

致判断一个学生可能比较感兴趣

专业的大概方向。

但这个评估是从美国引进来

的，不一定完全实用中国学生。 因

此，辅助非正式的评估，诸如：非正

式访谈，体验性的课程，更细化地

了解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今后

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如果说正式的评估提供了大

致方向的话，那么非正式的访谈和

课程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量身

定制的、适合自己的、大概的专业

方向。 而这也正是叙事生涯取向的

生命所在。 从现在出发去回顾过

去，去看学生的兴趣、能力、性格、

价值观、身体条件、梦想。

徐老师举例， 一个学生很喜

欢看日本动漫， 从而发展出对日

语、对动漫文化的喜爱。 这就是从

兴趣出发培养的能力。 可参考成为

孩子今后希望从事的职业。 有的孩

子获得过一些奖项，反映出在某些

方面具有特殊的能力，而这也可以

作为填报志愿时的参考。 而就价值

观而言，可采用“跨时空的对话” ，

来探索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和生活

价值观。 性格的部分，分内倾和外

倾两方面。 内倾，相对来说比较适

合做研究型的工作；外倾的人更善

与人打交道，比较适合诸如销售这

样的工作。 性格没有好坏之分，但

要用在合适的场所。 性格与专业要

匹配，所选专业是否能将性格中的

所长发挥出来。

另外，身体条件，视力、是否是

色盲、色弱、嗅觉是否迟钝等等也

要在考虑之中。 填报志愿右侧的备

注信息也不容忽视。 不然因为身体

条件不符合， 分数够了却未被录

取，就会非常可惜。

知己之后，也要知分数、知位

置。 这通过学校组织的模拟考，能

够大概通过所考的分数段。 是稳一

点还是在冲刺阶段再提一些分，这

些都需要考虑。

知家庭条件，理解为每个人生

下来的家庭无法选择。 想要经过高

考这一选拔的途径去获得想要的

人生，这一目标是一致的。 那么在

经济相对困难的家庭，如果考生成

绩比较好，那就可以考虑具有奖学

金、减免学费、申请助学金、兼职的

学校。 如果家境一般，一些中外合

作或收费较高的院校就要慎重选

择。 如果家境富裕，出国、中外合作

办学的则可以考虑。

了解新政

更新后为己所用

展会咨询电话：18966701688

本报讯 贵阳数博会是全球首

个大数据主题博览会，已连续成功

举办了三届。 本月底，2018 年数博

会将在贵阳举行。 大数据到底是什

么？ 数博会又将传递什么高科技？

本周日，贵阳晚报小记者团携手贵

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招

募 30 名小记者， 来当 “小小数据

师” 。

据介绍，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展示中心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观

山湖区，建筑面积达 4300 平方米。

该中心是贵州、贵阳大数据产业发

展的微缩景观，主要从贵州大数据

产业发展情况、贵州大数据应用案

例、云上贵州、贵州大数据运用等

方面，展示贵州、贵阳大数据产业

发展目标、举措及成效。

小记者们将在讲解员带领下

穿越时光隧道、观看动画片、参观

大数据中心。 随后前往 “联合制

造” ，领略 3D 打印和激光切割及组

装的独特魅力，并就参观中感兴趣

的话题和疑问向大数据专家请教。

“社交网络， 为大数据提供了信息

汇集、分析的第一手资料。 从庞杂

的数据背后挖掘、分析用户的行为

习惯和喜好，找出更符合用户“口

味” 的产品和服务，并结合用户需

求有针对性地调整和优化自身，就

是大数据的价值。 ” 晚报小记者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举办此次活动，

旨让小记者了解什么是大数据，贵

州省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优势及意

义，并且体验大数据带来的便利。

★相关链接

活动时间：2018 年 5 月 20 日

（星期日）9：30—12:00，9:00 开始

签到

活动地点：贵州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展示中心

招募对象：30 贵阳晚报小记

者，30名陪同家长

报名方式： 关注 “贵阳小记

者” 微信公众号（gywbxjz），在后

台回复 “小小数据师 + 姓名 + 学

校 +年级 +电话” 。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招募 30名小记者 学当小小数据师

2018年数博会开幕在即，小记者团推出特别活动———

扫描二维码

关注小记者

团，了解更

多活动详情

5 月 13 日，“美国麻省大学生源

基地” 挂牌双龙外国语学校·国际高

中签约授牌仪式暨专家讲座活动在

双龙外国语学校举行。

据介绍， 双龙外国语学校·国际

高中国际班首创 IPP2+1 模式，即“国

际班对口大学” 和“美国大学自由申

请” 两种模式任学生选择，学生在国

内学习两年，第三年即可前往美国麻

省国际学院进行大学预备课程或“国

际高三” 课程学习，高中毕业后可直

升美国麻省大学，也可自由申请其他

大学。

据学校执行校长汪洋介绍，双龙

外国语学校·国际高中开设了与国际

接轨的课程体系，学校社会实践活动

也跟西方国家项目式教学接轨。 这将

有利于帮助学生转变生活、学习等习

惯， 以便于他们到国外顺利完成学

业，满足多元的升学需要。

据悉，双龙外国语学校是一所 12

年一贯制寄宿式学校，国际高中将于

今年 9月正式开学，预计招收学生 20

人。 本报记者 谢孟航

南明区中小学生

学急救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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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贵阳晚报·ZAKER 贵阳推出“晒毕业照，讲述青春往事” 活动，已陆

续有读者给本报投稿，网友也在 ZAKER贵阳“大贵圈”中跟帖“盖楼” 。 今

天刊发的是各位网友发到 ZAKER贵阳的毕业照。

如果你也想参与这个活动，就赶紧来投稿吧，活动将一直持续到 8月底。

投稿邮箱：2379373493@qq.com� �

扫描二维码， 进入

ZAKER 贵阳 “晒毕业照，

讲述青春往事”专题投稿

毕业咯！

@小曾曾

同窗姐妹花

@小冰棍

大王，走，巡山去 @小冰棍

再跳高点就上天啦 @键哥

双龙外国语学校

成麻省生源基地

扫描二维码

关注黔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