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 2019 年 11月 22日 /�星期五 /�政文编辑部主编 /�责编 解素蔚 /�美编 伍岩龙 /�校对 李红雨教 A15·大学城

如何用职业规划指导“新高考”
选科？ 专家分析：

这 类同学
适合这些专业

00 后应该如何科学择业？“新高考”背
景下，高中生应该如何从职业规划入手，科
学选科、 选专业？ 日前， 在华南农业大学
2019 年生涯认知博览会上，上万名大一新
生和来自广州执信中学、 广雅中学等学校
的 200 多名高中生及家长一起，上了一堂
生动的职业生涯教育课。

记者了解到， 这是华农连续第三年开
展生涯认知博览会。运动场上，华农的上万
名“00 后”新生走出课堂，与企业面对面，
寻找自己的择业目标；讲堂上，华农招办的
专家手把手指导 200 多名高中生和家长
科学选择“新高考”科目和未来职业。

“00 后们更爱‘慢就业’。”华
南农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谢珊告诉记者。 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00 后一代从小不愁吃
不愁穿， 面临就业时， 同样也不
着急。

在大学里，谢珊发现，很多 00
后大学生“慢就业”的趋势慢慢凸
显出来。“很多孩子大一一进来就
很迷茫，找工作也不着急。 ”谢珊
说，“我们希望， 通过这种职业生
涯教育， 发掘他们在大学里的目
标， 希望这一代年轻人活力更多
一些。 从我们推着他们走，变成他
们能自己领着自己走。 ”

为了帮助 00 后们挖掘自己
的职业目标， 华农在大一就开设
职业生涯教育课，购买专业测评，
在新生的第一节课上， 请每位同
学做一个 45 分钟的自助测评，评
估自己的职业能力、职业技能、兴
趣、价值观，并形成测评报告，给
出建议。“我们发现，职业规划比
较明晰的同学， 专业对口率和职
业稳定度都会高很多。 ”谢珊说。

哪些行业更吸引 00 后？ 谢珊
观察发现，大多数 00 后的自主性
很强， 不喜欢约束力特别强的就

业环境。“为了帮助他们更深入认
知各个职业， 我们邀请了不同类
型的企业进校园， 期待学生能从
基层做起。 ”谢珊介绍，有些同学
在大一时就通过这种认知博览会
了解到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并决定考专业资格证书或考研，
求职的针对性、 匹配度和成功率
也随之提升。

00 后就业更看重哪些元素？
谢珊告诉记者，很多人将 95 后乃
至 00 后的择业观归纳为“事少钱
多离家近”， 实际上也不尽然，有
的孩子也希望走出去看看， 也有
自己的情怀。“我们有一个 2018
届的毕业生， 就选择到西藏林芝
任职。 这次活动，我们号召学生为
自己画‘职业自画像’，我看到有
个学生就写着‘站着赚钱，不忘正
义’。 ”

华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钟仰进表示，这种模式打开教育
边界 、学习边界 ，引导大学生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自觉践行职业发展观念和职
业行为准则 ， 成为具有爱国情
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引领
未来的人。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通讯员 蒙丽

新高考怎么选科？

讲座中，余明对目前公布的
面向广东高考生的选科目录进
行分析发现，首选科目中，物理
（含仅物理、物理或历史均可 ）可
能覆盖的专业超 97%，历史 （含
仅历史 、物理或历史均可 ）可能
覆盖的专业达约 50% （可选专
业占比不等于招生计划占比）。

物理可选专业多，是不是选
物理就好？ 余明建议，要根据自
己的学科能力水平选择选考科
目。 如果孩子不喜欢物理，学得
不好，可能适得其反。此外，再选
科目也要慎重选择。

哪些专业应选考化学？ 她
建议，工学的材料类、化工与制
药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交通
运输类、林业工程类、生物工程
类、生物医学与工程类，食品科
学与工程，理学的地球科学类、
地质学类、 海洋科学类、 化学
类、 生物科学类， 农学的草学
类、动物生产类、动物医学类、
林学类、水产类、植物生产类、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医学
的法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基础医学、口腔医学、临床
医学、药学类、医学技术类、中
西医结合、中药学、中医学等类

专业，可以选考化学。
哪些专业应选考生物？ 她建

议，工学的化工与制药类、环境
科学与工程类、 林业工程类、生
物工程类、 生物医学与工程类、
食品科学与工程，理学的海洋科
学类、生物科学类，农学的草学
类、动物生产类、动物医学类、林
学类、水产类、植物生产类、自然
保护与环境生态， 医学的法医
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基础
医学、口腔医学、临床医学、药学
类、中西医结合、中药学、中医学
等类专业，可以选考生物。

哪些专业应选考政治？ 她建
议，法学的公安学类、马克思主
义理论类、民族学类、政治学类
可以选考政治。

哪些专业应选考地理？ 她建
议，工学的测绘类，理学的地球
科学类可以选考地理。

她特别提醒，同一专业在不
同学校，对首选和再选科目的要
求可能也有不同， 需要特别留
意。 比如中山大学历史学，首选
科目要求为物理或历史，再选科
目不提科目要求；暨南大学历史
学则要求， 首选科目仅历史，再
选科目地理必选。

讲座中，余明结合霍兰德的
兴趣类型理论，将学生的兴趣类
型分为 6 类， 分析了不同类型
学生的性格特质、 适合专业、对
应的学科要求。

第一类：技术型

技术型学生具备几种特质：
动手能力较强， 喜欢与机器、工
具打交道； 喜欢与大自然接触；
做事喜欢遵循一定的规则；现实
主义、追求安定、舒适的生活。

她推荐，这类同学更适合从
事的专业包括： 医学、 工学、理
学、农学。

此类专业对学科的要求偏
理工，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要求较高。

第二类：研究型

研究型学生具备几种特质：
对自然现象和规律感兴趣， 对科
学研究和探索有热情；思维逻辑性
强， 喜欢面对疑问和挑战， 渴望创
新；分析、内省、独立好奇、含蓄；为
人慎重敏感，追求内在自我价值。

她推荐，这类同学更适合从
事的专业包括： 经济学、 医学、
工学、理学、农学、哲学。

此类专业对逻辑思维能力
要求比较高，有利于数学成绩好
的学生就读。

第三类：艺术型

艺术型学生具备几种特质：
表现欲强、想象力丰富、感情丰
富、创造力强，喜欢通过创作设
计引起他人情感共鸣；理想主义，
追求多样化的生活， 善于转移注
意力和工作环境； 在新的和意外
的活动或工作环境中感到愉快，
喜欢经常变化职务的工作。

她推荐，这类同学更适合从
事的专业包括： 医学、 文学、工
学、农学、艺术学。

此类专业对想象力、创作力
要求比较高， 有利于语文 、历
史、英语比较好的学生就读。

第四类：社会型

社会型学生具备几种特质：
喜欢与人交往，乐于助人；在与
人协同合作时感到愉快，想得到
他人的喜欢；喜欢通过谈话或写
作，使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

她推荐，这类同学更适合从
事的专业包括： 教育学、 文学、
管理学、历史学、哲学。

此类专业对学科要求不限，
要求喜欢与人打交道。

第五类：企业型

企业型学生具备几种特质：
喜欢竞争、 冒险， 追求权力、财
富、地位；好成为领导者，支配
他人， 善辞令， 好与人争辩，总
试图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喜
欢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作决定。

她推荐，这类同学更适合从
事的专业包括： 经济学、 管理
学、军事学、法学。

此类专业对综合能力要求
比较高。

第六类：事务型

事务型学生具备几种特质：
喜欢与数据或文字打交道；有计
划，乐于执行上级任务，不愿自
己独立作出决策， 不愿冒险，自
控能力强； 注重细节， 讲求精
确，喜欢按一套规则和步骤将事
情尽可能做完美。

她推荐，这类同学更适合从
事的专业包括： 经济学、 管理
学、军事学。

此类专业对数学、 语文、英
语要求比较高。

做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

00 后的择业观是怎样的？
更爱“慢就业”，“事少钱多离家近”略片面选专业：6 类同学适合专业、学科要求各不同 选科目：根据学科水平和学校要求定科目

“职业生涯教育实际上从中学就应该开始，高中就要考虑专业方向、感兴趣的职
业，从而指导‘新高考’的科目选择。 ”华南农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谢珊说。

中学生专场兴趣分科讲座上， 华农招办高考招生专家余明老师手把手为同学们
分析不同职业需要的性格、兴趣特质，以及对应的专业和可选科目。

“做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 ”她建议，“首先，要分析兴趣爱好了解大学专业；其次，要分
析学科能力选择选考科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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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如烈火烹油 、 鲜花着锦
……上周末广州楼市人声鼎沸
的背后，有着什么真相？

汤料已足、尚欠“柴火”，
年底楼市能否炮制出一煲香浓
美味的靓汤？

关注周刊订阅号着数多！ 这里有：
最权威的楼市家居业界发布、最威水的
大佬访谈、最笋的一二手盘、最没底线的
业界八卦、最实用的购房攻略、最有气质
的家居装修、不定时的礼包大派送……

“肥妹 ” “润哥 ”约定你 ，现在就扫
左上角！ （冯茵）

肥妹答疑栏目等你来
问！ 家粉们有任何关于楼
市、家居的问题，都可以留
言给后台， 专业楼记 + 楼
市家居专家 + 法律顾问 +
设计师，都是你的军师！

APP
微信点兵

上周末 ，广州多个楼盘扎堆
推广 ，商家报称当天到访量过万
的楼盘为数不少 ，甚至有楼盘称
“意向登记量过万 ”。 一时间 ，广
州楼市貌似呈现烈火烹油 、鲜花
着锦之盛况 ，比之前的 “金九银
十”不知胜出多少。

广州楼市 一 向 追 求 人 气 ，
有人气才有望带旺财气 ， 如此
鼎沸的人声 ， 年底广州楼市必
能奉上一煲料足味鲜 、 叫好叫

座的靓汤 ？
未必！
从部分楼盘现场如沙丁鱼

罐头般的脸孔来看 ， 过万的到
访量或许不是虚数 ，然而 ，人气
背后是数十趟来回奔走接客的

看房团大巴 ：很多到场 “游客 ”
更 关 心 的 是 在 哪 玩 游 戏 赢 大

奖 ，在哪有免费午餐 ，如何拿伴
手礼 ， 样板房远不如游戏摊受
欢迎 。

至于白云区某盘的 “意向登
记量过万 ” 就更让人心中存疑 。
按中原地产统计的阳光家缘网

签数据 ， 去年广州全市共成交
7.6 万套一手住宅 ， 扣除不限购
的增城 、从化之后 ，其余九区仅
有约 4 万套。 就算每个成交买家
背后还有 3 个意向客户 ，全市限
购区内 ， 大概只有 16 万有房票
的一手住宅意向客户 ，这个距离
市中心那么远 、周边什么像样配

套都没有的楼盘 ，真能吸引全市
1/16 的意向客户到场登记？更何
况 ，今年的市场还不如去年 。 当
年风头甚劲 、3 个月卖 3900 套房
的亚运城也仅报称 “5000 人抢
2000 套房”。

当然 ，若说 “意向登记量过
万 ”必然是吹水 ，那亦不尽然 ，毕
竟有些楼盘非要登记才能换取

伴手礼 ，但这是楼市所需的 “真 ”
人气吗 ？ 抑或说 ，只能算是障眼

法的“水汽”？
看起来很旺的楼市 ，就等开

锅的那一刻 ， 到真正开盘那天 ，
说 不 定 哗 啦 一 下 全 部 蒸 发

了———如果只是“水汽”。
年底广州楼市新货多，其中

不乏靓盘，从“煲靓汤”的必要条
件来看，汤料已足，接下来就看
房企舍不舍得投入“柴火”，以有
诚意的产品和价格，炮制出一煲
香浓美味的靓汤了。

一周热评 □梁栋贤鼎沸人声背后，广州楼市还仅是一煲未滚的汤

风头趸

“今年从没一个周
末像上周末那般热闹，
哪怕是‘金九银十’也比
不上。 ”对于上周末的广
州楼市， 业内专业机构
的踩盘人士如此评价。

本月 15 日、16 日，
广州八个新盘对外开放
并接受咨询登记。 这些
新盘， 有三个位于白云
区， 两个在南沙区，黄
埔、增城和天河各一个，
可谓遍地开花。 各新盘
开放现场人气极旺，但
最终能否转成实际购买
力，却要打一个问号。

抢客高峰，
赶工提前亮相

据羊城晚报记者了解，上周
末开放临时样板房的楼盘，几乎
都是工程进度较慢的项目，比如
白云区两个刚需大盘，楼宇只建
了几层，但为了提前圈客，只能
赶紧在售楼部内或在周围的建
筑中搭建临时样板房。

为何开发商如此急迫抢客？
“今年前十个月，广州全市

一 手 住 宅 新 增 供 应 面 积 为
628.48 万 平 方 米 ， 同 比 减 少
20.28%。 同时，去年的宅地绝大
部分在第四季度成交，按常规操
作， 要到今年第四季度才能入
市，错过了‘金九银十’，这些新
项目必然会加快速度亮相，为年
末冲刺业绩蓄力。 ”广州克而瑞
高级分析师肖文晓分析。

中原地产项目部总经理黄
韬认为，每到年底，都是开发商
资金紧张的时候，为加速资金回
笼，已达到或即将达到销售条件
的楼盘都会抓紧亮相或发售 ，

“年底出现推货高峰 ， 实属正
常”。

区域 楼盘 主推产品（㎡）

白云

珠光云山
壹号

206-392 平
墅叠墅

品实云湖
花城

70-130 三 房
至五房

中铁诺德
阅泷

80-120 三 房
及四房

南沙

越秀明珠
天悦江湾

80-153 平 层
及复式

金科博翠
明珠

83-143 三 房
及四房

黄埔 品秀星樾 83-124 三 房
及四房

增城 中国铁建
国际公馆

103-150 复式
四房

天河 珠光金融
城壹号

138-251 平层
及叠墅（商用）

上周末开放的全新楼盘概况

（整理/陈玉霞 制表/伍岩龙）

市周刊

现场直击：
楼盘人气旺盛

上周末， 广州八个全新盘
开放营销中心和样板房，不过，
绝大部分都只是临时搭建的示
范单位，而非实体样板房。

无一例外，新盘开放当天，
现场人气都很旺。 不少楼盘现
场有两三百人， 看样板房需要
排队……

不过， 羊城晚报记者观察
到， 这些客人中除了营销机构
组织的看楼团外， 还有不少只
是“到此一游”的“游客”。 在某
楼盘售楼部内的水吧旁， 一位
大妈端着两盘小蛋糕对其伙伴
吐槽：“这里的糕点没××盘的
好吃，还限量供应……”另一个
主打刚需产品的楼盘售楼部
内， 排着一条长龙在等候领取
小礼品……某营销平台的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是非常
时期， 开发商对进场人数有规
定，人数凑不齐的话，只得把亲
朋好友全部拉上。 ”

照这样看来， 开放当天的
旺盛人气， 最终有多少能转化
为真正的买家，确实是未知数。

八八新新盘盘齐齐抢抢客客！！
人人旺旺 == 财财旺旺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玉霞

从羊城晚报记者目前
掌握的情况来看，在年底
这两个月内，全市的新盘
约有 15 个， 达到今年内
的供应顶峰，前一周也有
多个新盘亮相。 从区域上
看，最猛的是白云 、南沙
两区，起码各有 5 个新盘
亮相，同一区域内各盘将
面临激烈的竞争。

此外，多盘均定位为
刚需或刚改产品，同质化
竞争加剧。“现在市场上刚
需盘较多， 买家以刚需自
住客为主， 但近一两年卖
出的土地价格都比较高，
开发商必须做一些能够控
制总价的产品来迎合市场

需要，所以有较多紧凑实
用型产品。 ”黄韬说。

肖文晓预计，这些新
盘最终入市的价格不会
低，可能与在售产品的价
格持平甚至略高于市场
价，“产品定位很关键，现
在是买方市场，在相近的
价格范围内，谁能做出更
有竞争力的产品，谁就能
占得市场先机”。

黄韬预判，今年年底
广州楼市竞争将会很激
烈 ， 整体趋势是价跌量
稳。 对于自住买家来说，
从现在到明年年初是广
州楼价的阶段底部，是不
错的入市时机。

竞争激烈，刚需产品同质化

？？
白白云云区区多多个个新新盘盘开开放放，，同同区区域域竞竞争争激激烈烈

为为了了抢抢客客，，不不少少楼楼
盘盘赶赶制制出出临临时时样样板板房房

上上周周末末开开放放的的楼楼盘盘，，现现场场人人气气不不错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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