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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黄婷婷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根据国内某大型招聘网站今年5月发布
的调查数据， 在接受问卷调查的90168名高
校毕业生当中，约有6.9%的学生表示毕业以
后不会立即开始工作。

这些“95后”毕业后的选择多种多样：游
学、支教、备考、在家陪父母或进行创业考察，
慢慢考虑人生道路……他们告别了传统的
“毕业就工作”模式，成为“慢就业族”。

黄婷婷

相较“前辈”毕业生们，一些“95后”拥
有更优渥的家庭条件，在没有“养家糊口”
的压力下，毕业后立即就业，不再成为实现
人生价值的不二之选。

自媒体、网络主播、电商创业……互联
网在不断冲击着日常生活的同时， 也给这
群预备从学校迈入社会的年轻人的人生，
提供了额外的人生“选项”。

在信息时代， 他们拥有更多了解社会
的渠道，在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规划时，除了
参考身边人的意见， 他们的借鉴和思考来
自世界各地。

在这道人生 “多选题 ”中 ，能够 “慢下
来”，听从内心的声音，追求个人价值的实
现，不盲目，不跟风，无疑是一种更为理性
的择业观。

在用主动的姿态选择人生时， 新一代
年轻人也应对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有
准确的认知，不能眼高手低。要交好这张人
生“答卷”，投身基层锻炼自己，或将青春贡
献到中西部地区，到中小企业去就业，也不
失为实现个人价值的良好“选项”。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见习记者 黄婷婷

“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近年
来，省就业服务局牵头组织实施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促进计划，确保我省高校毕业生就
业的总体水平稳中有升。”6月22日，省就业
服务局局长周光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统计，2017年，我省高校毕业生初次
就业率为92.89%，连续7年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周光明认为，“慢就业”现象折射出当前
有的大学生择业观的改变，或是有的特殊大
学生群体面临的实际困难，但绝大部分高校
毕业生会选择如期毕业、如期就业，成为自
食其力的劳动者。为此，有关部门要把准备
工作做在前面，出台政策支撑，以提升高校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近年来，省就业服务局
在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提前支持校园
招聘活动等方面不断加大力度。

注重发挥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吸纳就业
的主渠道作用， 加大对它们的扶持力度。如
将小微企业新招用应届毕业生的，岗前培训
补贴标准提高至60%；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及
中小微企业吸纳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
给予一次性岗位补贴及社会保险补贴。

将在湘高校开展的校园招聘纳入公共
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给予校园招聘补助，
2016年 ， 我省共发放校园招聘活动补助
2182万元。

同时，通过扩充“三支一扶”招募计划，
实施乡镇工作补贴制度， 畅通职业发展通
道，推动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

对于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这个群体，
人社部门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对他
们的促进就业服务工作。

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多设立就业见习
岗位，只要岗位接收的是离校后两年内未就
业的湖南籍高校毕业生，就可以申领就业见
习补贴。今年一季度，共有1985名离校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在935家企业完成见习工作，
并有1154名成功留任。

在推进创新创业方面，我省制定了涵盖
支持创业全过程的政策措施，以提升青年学
子的创业成功率。据统计，近年来，我省年平
均参加创业培训的大学生超过3万人。

依托社区（街道）、乡镇为他们搞好职业
推介工作。今年，省就业服务局加大力度，实
施“311就业服务行动”，即从2018年起，针
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就业困难群体，
一年之内要保证推介3次工作岗位、 进行一
次职业指导、免费进行一次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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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17年， 我省高校毕业生初次
就业率为92.89%， 连续7年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但仍有7.11%的毕业生，成为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也就是“慢就业族”一员。

每一年的毕业季， 都会产生一批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累积下来，数量并不算少。

记者发现，这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除了上述那些自主“慢就业”的大学生，也有
不少是“被慢就业”。

湖南大学2018届毕业生有8900余人，截
至6月中旬，该校已为应届毕业生召开了大中
型招聘会27场， 专场招聘宣讲会1355场，提
供了7万余个岗位。湖南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
处就业市场办公室主任唐一告诉记者， 企业
来抢人，宣讲会多到学生都懒得去。

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 据某
招聘网站提供的数据， 超过半数的企业选择
去“985”和“211”高校进行宣讲，名校优势十
分明显， 这些学生获得的面试机会要远多于
普通本科和专科院校的学生。

在2018年湖南省高校离校未就业毕业
生系列专场招聘会上，有学生向记者吐槽：学
了4年，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夕阳行业，能找

的工作和专业都不相关，只能在家思考人生。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钟云

华认为，“985”和“211”院校的学生，大多有
从容择业的“资本”，而普通本科和专科院校
的学生，就业渠道相对狭窄，加上个别专业输
出的人才和市场需求不匹配等问题， 容易导
致学生“被慢就业”。

同时，钟云华表示，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
有“慢就业”的自主选择权，而孤儿、残疾、低
保家庭的学生， 则会在求职过程中遇到更多
困难，“被慢就业”的情况居多。

湖南图书馆的自习室内， 考研的人不在
少数。一名学生告诉记者，她想当中学老师，
但很多学校的招聘条件都要求名牌大学或研
究生学历。她认为，就业市场上的“学历歧视”
将许多求职的学生拒之门外。

我省2017年通过网上报考2018年硕士
研究生的人数达9.7万余人，报名人数创历史
新高，增幅超20%。

但钟云华表示， 很多企业不愿意为研究
生付出过高的人力成本， 研究生求职迁就度
更低，“过度教育”也有可能导致学生“被慢就
业”。

无论是“慢就业”还是“被慢就业”，大部
分人终究要“入场”。

6月上旬，长沙贺龙体育馆南门，廖同学
把简历紧贴胸前，在2018年湖南省高校离校
未就业毕业生系列专场招聘会的展位前徘
徊。

廖同学去年毕业， 按她母亲的说法，“在
家玩了1年”。

廖同学告诉记者，“慢就业”1年以后，她
还是没想清楚自己要干什么，没有工作经验，
求职时遇到的问题有增无减。

据调查，“95后”就业遇到的阻碍，从高到
低分别是：太迷茫，不知道自己该选择什么工
作；对工作重视不够，找工作不积极；未满足
用人单位的需求等。

当天去招聘销售人员的邹先生， 是株洲
一家外贸公司的人事行政经理，他说，在社会
招聘中，公司最看重的是工作经验。

记者在某招聘网站上浏览了我省企业
的招聘条件，初级岗位的社会招聘中，大部
分企业均要求1至3年的工作经验，而面对应
届大学毕业生的校园招聘则没有此项要求。
并且，不少大型企业还会为通过校园招聘的
学生提供半年到一年的入职培训和轮岗的
机会，给学生提供从学校到职场身份转变的
缓冲期。

几家高校就业指导处负责人均表示，校
园招聘名额相对较多，大家是学生，竞争环境
更单纯。

廖同学很无奈地说：
“我现在只能和有工作经验
的人竞争，失去应届生的优
势了。”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钟云
华认为，“慢就业” 体现了社会对多元就业形
势的包容。但“慢就业”学生在重新进入就业
市场时，工作经历的“断层”，会导致他们在社
会招聘中遇到更多困难。

同时也有许多人质疑，“慢就业” 实则是
“啃老族”的一块遮羞布。钟云华说，选择了
“慢就业”的毕业生，在给家庭带来一定经济
负担的同时， 也容易和身边都在工作的同学
失去共同话题， 实际上承担着不小的社会舆
论和心理压力。

对选择创业考察的“慢就业族”，“过来
人”卢保荣建议他们应多一份慎重。2016年，
他从湘潭大学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成立了
影音工作室，并在2017年注册了公司。“为了
创立公司，我准备了整整一年，在老师的指导
下，也考察了不少项目。”卢保荣表示，刚毕业
的学生，在没有积累工作经验和人脉基础时，
若盲目地进行创业考察，很容易沦为空想，最
终难以取得成功。

“慢就业”之后，求职面临的风险也不容
忽视。不少报道显示，“慢就业”之后，很多学
生因为求职心切，社会经验缺乏，加上失去了
学校对企业的筛选把关，“病急乱投医”，有可
能掉入传销等招聘陷阱。

2017年，在湖南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
的指导与帮助下， 湖南大学就业志愿者协会
（简称“就志协”）成立，目前已有1473个会员，
大部分是低年级的学生。

就志协主要给来校用人单位提供招聘服
务，还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去外交部、百度、中
国中车等国家机关或行业领军企业总部进行
走访，让学生提前接触感兴趣的行业，通过了
解市场和企业的需求， 来加强自身专业知识
的学习，制订职业规划。

在就志协内负责宣传的李红是大二学
生， 就读新闻传播专业的她今年暑假准备去
国内一家家电企业实习， 体验和媒体不同的
工作氛围。她认为，在校期间多多“试错”，可
以节省毕业后的时间成本。

“高校把就业服务工作做在前头，可以
防止学生‘被慢就业’，也可以提前对‘慢就
业’生进行择业观的引导。”湖南大学招生
与就业指导处就业市场办公室主任唐一告
诉记者。

“与其在毕业后，用‘慢就业’的方式摸索
职业道路，不如在学校时，让辅导员、专业老
师和就业指导老师多方合力， 加强对学生的

职业规划教育和就业技能指导。”湖南师范大
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钟云华建议。

钟云华甚至认为， 为避免学生因迷茫而
“被慢就业”， 就业问题应该从娃娃抓起，“家
长可以从小培养孩子的兴趣，让他们多尝试，
帮孩子找准自己的人生方向。”他也建议，“慢
就业”学生应反思自己的择业观，不能眼高手
低，同时调整心态，积极寻求就业帮助。

还有专家提出， 不同专业的就业形势会
随着时代发生变化， 尤其是那些未来5至10
年，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专业。为避免学
生“毕业即失业”，有关部门应建立预警机制，
帮助学生在填报志愿时认清专业发展前景，
同时在学科专业设置上和高校积极进行沟
通。

5月25日，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落实和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实施意见》 正式公
布。据此，今后，湖南省高校可以自主设置和
调整本、专科专业，支持高校对接产业行业需
求，经学科和产业行业专家充分论证后，按照
专业管理规定设置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专
业。这一政策的出台，无疑是大学生择业与就
业的福音。

“如果毕业后的工作是一场无止境的球
赛，我想晚一点入场。”6月14日，俄罗斯世界
杯开幕当天，来自益阳某高校的林文涛发了
一条朋友圈，定位在莫斯科。

林文涛今年毕业，6月初，在身边同学纷
纷准备入职之际，他清好行李，踏上了他称
之为“球迷圆梦之旅”的行程。

“工作的事，回来再说，先休息，休息一
下。”林文涛对就业看上去淡定。

李婧跟林文涛一样淡定，她认为，选择
“慢就业”，是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读湖南
师范大学的她热爱所学的旅游管理专业，去
年毕业后，她去澳大利亚旅游1年，期间在一
家旅游公司短暂实习。

6月回国前， 她告诉记者， 她变得更独
立、开朗，英语水平有了明显提升，4年所学
的理论知识终于付诸实践，也明确了去国际
旅游业管理协会工作的职业目标。

互联网时代给了“95后”很多的机会和
优势，他们在进行职业规划时，敢于打破传
统，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不盲从，不冲动，
拥有更从容的择业观。

根据调查数据，“95后” 在择业偏好中，
15.4%想做自媒体，10.1%想成为网红主播，
9.7%想成为拥有多重身份和职业的“斜杠青
年”，继续深造、从事公益活动、自由职业和
自主创业的毕业生也不在少数。

张樱跟记者第一次见面时，热情地拿出
手机，向记者展示她新开的网店。以粉红色
为主基调的店铺里，零星上架了几款手镯和
戒指，最高销量是2单。

今年毕业的张樱，在长沙某高校就读播
音主持专业，但她不想上班，“我想在家做直
播，当网红，给自己1年时间试试看，失败了
就去安安分分工作。”

在记者的调查中，为实现“科研梦”，在
家备战考研； 跟父母商量好“再养自己一
年”，备考公务员的同学，也是“慢就业族”的
一个个侧影。

做好人生的“多选题”

应对“慢就业”
准备工作不能慢

———访省就业服务局局长周光明

短评

“慢就业族”的选择：
从容追求个人价值1.

从学校到职场：人生“断层”的困惑3.

“被慢就业”背后：择业“资本”的比拼2.

多方合力：将择业规划做在前头4.

制图/傅汝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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