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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来临，这群年轻人选择扎根基层！

本报记者 李小彤

随着毕业季的来临，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成为社会关心的话题。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19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达 834万人，同 2018年相比，增加了

14万人。麦可思研究院近日发布的 《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 显示，我国近年来就业率均在 90%以上，2018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

为 91.5%。从就业去向来看，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呈现出哪些特点？他们更青睐哪些职业、行业？日前，记者针对就业蓝皮书内容进行了相关采

访。

临近毕业，是选择知名企业开出的
40 万元年薪？还是选择回家乡做一份基
层工作？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的
博士毕业生李博，最终选择了后者。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6 月 18
日，在北京理工大学举办的 2019 年选调
生出征仪式上，李博和其他 56 名选调
生，从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赵长禄的手
中郑重接过授旗。不久后，他们将奔赴新
疆、西藏、广西、陕西、甘肃等 17 个省
区，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据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介
绍，近年来，该校选调生人数逐年上升。
今年在部分省份招录结果未定的情况下，
已比去年增长了 40%，是 2016 年的 5.3
倍，其中党员占 70%。

放弃在大城市优渥的薪酬，选择到艰
苦的基层工作，其背后是当代大学生对家
乡的朴素情怀，对国家的责任担当，还有
在基层广阔天地中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
值的渴望。

从广西农村走进北京理工大学，保研
直博，大学期间获奖无数，“学霸”李博
一直都是别人眼中的优秀生。毕业时放弃
待遇优厚的就业机会而选择回乡，着实让

亲戚朋友不理解。
“老少边穷、只知有桂林不知有广

西，是很多外省同学对广西的印象。”李
博坦言，“我想只有自己真正参与到广西
的建设中去，才能为改变家乡的面貌做一
些实际的工作。”

去年底，学校召开毕业生基层就业座
谈会，在西藏、广西等扶贫一线工作的校
友们讲述的感人事迹，北理工人踏实苦干
的精神，让李博感动不已。他由此更加坚
定了扎根基层的决心，最终做出了回乡工
作的决定。

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飞行器设计与
工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王译正，今年 23
岁，来自山东烟台，成为一名西藏专项选
调生。“这是一个我向往已久的报效祖国
的好机会，我渴望为祖国的基层建设贡献
自己的力量。”他说。

王译正的外祖父、舅舅都是军人，家
庭的熏陶让他从小就对“爱国”铭刻于
心，而大学四年北理工的“延安根”“军
工魂”更让他把艰苦奋斗、自觉奉献的精
神内化于心。然而，作为家里的独生子，
独自远赴西藏，让母亲对儿子难以割舍。

为了证明自己、说服母亲，他在大四
期间找了兼职工作，把第一份工资亲手交
给母亲，并告诉她到西藏工作并不是一时

兴起，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最终获得了母
亲的理解。这个质朴坚定的年轻人，即将
从北理工启程，踏上前往西藏、振兴边疆
的路。

“选择做选调生其实特别难，我好几
晚都睡不着觉。当你有了薪酬高并能留北
京工作的机会，说不心动那是骗人的。”
宁夏选调生、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
院硕士生孙璐跟师生们讲述她的心路历
程，“但内心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和理
想，还是促使我选择回宁夏工作。”

孙璐说，这个选择源于对养育自己的
家乡的感恩。当有人问她“在宁夏是否还
要骑骆驼上学”的时候，她就暗下决心，
毕业后投身于家乡建设，用所学让家乡变
得越来越好，也让更多人了解宁夏。为
此，性格内向的她通过一次次面试锻炼自
己，从怯场变得自信，最终在选调生的考
试中脱颖而出。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共产党员，
我们应该主动肩负重担，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孙璐说，“我相信，选调生之路
是我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实现个人价值最
好的途径，我会珍惜这难得的机会，深入
基层、服务群众。对我来说，这将不仅是
一份职业，更是可以让我奋斗终生、倾注
热情的事业。”

本科生读研意愿不断增强

记者：根据 2019 年的就业蓝皮书，近年来我国应届
本科毕业生就业整体状况如何？

王伯庆：从毕业去向分布来看，本科毕业生受雇全职
工作的比例持续下降，在国内外读研的比例持续上升，读
研对毕业生去向分流作用持续扩大。应届本科毕业生继续
读研 （特别是国内读研） 的意愿不断增强，而读研对毕业
生的分流也促进了就业的整体稳定。

从未就业人群分布来看，准备升学人群已连续两年成
为未就业本科毕业生的首要构成群体。数据显示，2018
届本科毕业生“准备读研和留学”的比例为 3.3%，较
2017届上升了 0.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正在找工作”的
比例与 2017届持平。

另外，结合毕业三年后数据可知，毕业后准备升学的
人群，在后续三年内有超过半数陆续考取研究生。

针对这一情况，高校管理者需进一步关注在校学生的
读研意愿，并完善考研/保研服务工作，指导学生合理规
划与备考，从而更好地促进应届毕业生的去向落实与发
展。

新一线城市就业满意度较高

记者：近年来，新一线城市对毕业生吸引力不断增
强，带动就业重心下沉新一线城市，这已成为新趋势。就
业蓝皮书对这方面的调查结果如何？

王伯庆：2013 年，“新一线城市”概念首次被提出。
依据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
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指标，每年评出 15座新一
线城市。2018 年评出的 15 座新一线城市依次是：成都、
杭州、重庆、武汉、苏州、西安、天津、南京、郑州、长
沙、沈阳、青岛、宁波、东莞和无锡。

新一线城市的不断发展，让本科毕业生在“北上广
深”一线城市之外就业有了更多选择。数据显示，近年来
本科毕业生在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逐渐上升。其中，毕
业半年后的就业比例，从 2016届的 23%上升到了 2018届
的 26%；毕业三年后的就业比例，从 2013 届的 22%上升
到了 2015届的 25%。

与此同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
就业的比例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另外，毕业半年后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毕业生中，三年
后离开的比例持续上升，其中流向新一线城市的占比接近
四成。

从就业与发展来看，毕业生在新一线城市的就业与发
展质量不断提升。薪资方面，新一线城市薪资水平增长相
对较快，2018 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在新一线城市就业的
平均月收入为 5117元，较 2017届增长 9.8%，高于全国本
科 2018届平均水平；2015届本科生毕业三年后在新一线
城市就业的平均月收入为 7691 元，较毕业半年后增长
97%，高于全国本科 2015届平均水平。

就业感受方面，毕业生在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满意度，
与全国本科平均水平持平，其中在杭州、宁波、天津就业
的满意度较高，不输于一线城市。

学历提升有助于中长期职业发展

记者：高等教育对农村生源毕业生的回报率如何？
王伯庆：数据显示，2015 届本科农村生源毕业生在

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为 3851元，比当年农民工月均收入
高 779元；而到了毕业三年后收入上的优势进一步扩大，
2015届本科农村生源毕业生三年后月收入为 7188元，比
2018年农民工月均收入高 3467元；同时与 2015届毕业半
年后月收入相比涨幅达到 87%，高于 2015届本科毕业生
的平均收入涨幅。高等教育帮助农村大学生实现代际向上
移动的作用得到了体现。

记者：根据报告，学历提升有助于毕业生中长期职业
发展，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伯庆：近年来，应届本科毕业生选择国内外读研的
比例持续上升，在毕业三年后，学历提升对毕业生的就业
已具有初步影响。数据显示，2015 届本科选择国内外读
研的毕业生在毕业三年后有七成以上进入职场，从就业情
况来看，毕业后国内读研、留学人员三年后的就业满意度
分 别 为 77% 、 78% ， 工 作 与 专 业 相 关 度 分 别 为 75% 、
70%，与 2015 届本科生毕业三年后的平均水平相比均呈
现优势。

另外，通过更长时间跨度的观察可以发现，学历是对
毕业生晋升帮助程度较大的因素之一，学历提升对毕业生
在职称方面的晋升影响尤为明显。数据显示，2008 届本
科毕业生在毕业十年后认为对晋升有帮助的因素中，个人
学历排第三位；从实际晋升情况来看，学历提升人群获得
中高级职称的比例达 80%，高出学历未提升人群较多。学
历提升对毕业生职业发展的影响，将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
凸显。

新一线城市
对毕业生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访麦可思公司总裁王伯庆

本报记者 李小彤

魏梦佳

日前，《2019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
告》（就业蓝皮书） 在京发布。根据就业
蓝皮书，2018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比例增
长最多的行业是“中小学及教辅机构”，
就业比例为 12.7%。就业比例增长较多的
其他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 服 务 业 ” 与 “ 医 疗 和 社 会 护 理 服 务
业”。与民生相关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行
业，成为毕业生就业增长点。

“民生行业成为就业新的增长点，首
先 是 因 为 教 育 、 健 康 医 疗 都 属 于 服 务
业，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必然成为
占比更大的就业吸纳部门。其次，这两
类行业在服务业中又属于广大民众特别
重视的社会焦点行业。关注度高，自然
需求旺盛，需要的从业人员也多，招聘
比例也就上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
心研究员孙国良解释说。

传统制造业就业比例下降

报告显示， 2018 届大学毕业生就业
比例下降较多的是“机械设备制造业”
（较 2014届下降 1.9个百分点），以及“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电气设备制造
业”。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传
统制造业就业比例下降。

孙国良认为，传统制造业就业比例
下降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经济越发达，服务业的比重就
越高，不仅是增加值比重高，而且就业
比重也会不断提高，成为创造就业的主
体。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服务
业吸纳更多就业也是大趋势。

二是随着传统制造业转型，“机器换
人”正在大力开展，很多地方的工业技
改投资增长很快，“机器换人”导致传统
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下降。

教育业就业需求增长明显

教育业是本科毕业生就业量最大且
需求增长最多的行业，近五届毕业生在
该行业就业的比例上升了 4.3个百分点。

从不同就业区域来看，东部及中西
部地区教育业对本科毕业生的需求均持
续上升，其中在中西部地区上升更为明
显：东部地区本科毕业生就业于教育业
的比例，近五届上升了 1.6个百分点；中西
部地区本科毕业生就业于教育业的比例，
近五届上升了 6.8个百分点。这说明中西部
地区的教育行业蕴藏着许多就业机会。

麦可思公司副总裁陈永红介绍：“从
本科毕业生在教育业所从事职业的构成
来看，中小学教育相关职业占比最高，
且 呈 现 持 续 上 升 的 趋 势 ， 从 2014 届 的
61.3%上升到了 2018届的 71.2%，五年内
上升了近 10 个百分点。中小学教育相关
职业稳定性较高，毕业生长期从教的意
愿较强。”

陈永红指出， 2015 届毕业后从事中

小学教育相关职业的毕业生中，三年内
发生职业转换的比例为 25%，在各类职业
中相对较低。从专业构成特点来看，从
事中小学教育职业的毕业生主要来自汉
语言文学、英语、小学教育、数学与应
用数学、音乐学等师范特色专业。

山东教育学院教授侯风云认为，师
范 类 院 校 是 输 送 中 小 学 教 师 的 重 要 来
源，毕业生从事中小学教育相关工作的
比例普遍在四成以上，毕业生培养效果
需持续关注。

“现在的毕业生对实习实践环节的重
视程度相对较高， 2018 届有 64%的师范
类毕业生认为实习和实践环节不够；另
外，相关院校和专业在交流合作方面仍
有待提升，可在后续培养过程中有针对
性地改进和完善。”侯风云说。

医疗健康领域就业需求大幅上升

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带动了医疗卫
生领域用人需求的提升。就业蓝皮书显
示，医疗健康领域就业需求大幅上升，
临床专业学生的培养需加强。

数据显示，应届本科毕业生在医疗
和社会护理服务业就业的比例，从 2014
届的 4.8%上升到了 2018届的 6.2%，上升
比例在各类行业中排第 3位。从不同区域
来看，医疗和社会护理服务业对本科毕
业生的需求增长趋势，在东部地区更为
突出。本科毕业生在东部地区就业于医
疗和社会护理服务业的比例，从 2014 届

的 2.9%上升到了 2018届的 6.1%，增长超
过两倍。

陈永红说：“从毕业生就业的医疗行
业来看，医院是本科毕业生在医疗和社
会护理服务业就业的主体，但就业比例
呈现下降趋势，从 2014 届的 60%下降到
了 2018 届的 55%；与此同时，其他各类
康复、养老、医疗、护理服务机构的就
业比例逐渐上升，从 2014 届的 18%上升
到了 2018 届的 21%。这反映出随着民众
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健康观念的转变，
医养结合、社区和家庭护理等模式，将
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相应的用人
需求在未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另外，
从专业构成特点来看，在该行业领域就
业的本科毕业生，主要来自护理学、临
床医学等医学专业。”

应急总医院原院长助理吕建认为，
随着新医科建设的不断推进，医学专业
的人才培养也需要不断完善，以适应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新要求。新医科建设
的核心之一，是医学与其他学科专业的
交叉融合。因此，在培养过程中，需注
重强化学生的跨学科学习经历。

从毕业生毕业三年后对培养过程的反
馈来看，医学专业毕业生对跨学科学习经
历的满意度持续上升，但从主要专业类来
看，临床医学类专业毕业生对跨学科学习
经历的满意度 （2015届 69%） 与护理学类
专业 （2015届 75%） 相比仍偏低。相关院
校和专业在后续培养过程中，可重点加强
临床医学类专业的跨学科融合。

高校毕业生都去哪儿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周光礼

针对近四成毕业生工作与专业不对口
现象，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
礼认为，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我国高等教
育和工作实践存在脱节。

“我们的高等教育是一个相对封闭的
系 统 ， 对 工 作 实 践 的 需 求 反 应 比 较 迟
钝。”周光礼举例说，对于很多专业存在

“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
度综合较低”情况，这已经说明这些专业
可能与社会需求不符合，但高校仍在源源
不断培养这些专业的人才。

他认为，应该打通高等教育和社会需
求之间的通道，让后者影响专业设置、培
养目标并影响教学内容。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
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海峥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海峥注意到，对市场反
应更快的高职高专就业率在增长，而本科
就业率在降低，这或许反映了当前就业结
构对技能需求发生变化。

就业蓝皮书显示， 2018 届本科生就
业率有所下降，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稳
中有升，近两届就业率高于同届本科。

李海峥认为，在这一趋势下，我国
的教育是否应适当转向职业和实践性教
育，改变我国当前高等教育过度强调研
究性质教育的倾向，这些问题都可进一
步思考。

此外，他指出，数据显示，就业市场
对高职高专人才需求更大，但是反映在薪
资方面，高职高专毕业生的收入却不尽人
意。相对而言，高职高专毕业生的月收入
更低，增长幅度也较低。

“如果真正的市场和就业发生了变
化，二者相对工资应该减少，而现在是增
加了，所以这值得思考。”他表示，中国
在未来发展教育上，要更多考虑高职高
专，更加重视发展职业教育。

任紫 整理

业界视点

让人才培育与
社会需求精准对接

中小学及教辅机构
学前、小学
及教辅机构

图表内容来源：麦可思研究院
《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
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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