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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新华社记者

又要到一年毕业季，909 万高
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
话题。走在人生的重要十字路口，高
校毕业生们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他们选择就业还是继续深造？选择
留在大城市还是去基层？有什么样
的就业观？记者在北京、江苏、贵州
等地高校进行了探访。

就业进入冲刺阶段

毕业日期日益临近，应届高校
毕业生就业进入冲刺阶段。今年的
就业形势怎样？华南师范大学学工
部副部长李卫东说，与去年相比，疫
情带来的影响会小一些，就业情况
预计会优于去年，眼下，要抢抓毕业
生离校前的关键期。

记者从正在进行的 2021 届高
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周上了解到，各
地高校纷纷开展丰富多元的就业招
聘活动。

“这次就业促进周，学校一方面
积极落实好相关部门的指导和要
求；另一方面也立足于学校办学特
色，积极统筹资源促进就业。”贵州
医科大学招生就业处就业指导中心
主任余小川说，学校联合学院举办
专场招聘会，相关部门领导还将组
成“促就业小组”分赴省外及省内各
市州进一步“开源拓岗”。

如何实现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
就业，各高校正拓展就业渠道和岗
位，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指导和服

务，千方百计帮助毕业生尽早落实
就业岗位。

今年以来，北京理工大学启动
就业保障“春风行动 2.0”，进一步优
化岗位提供，为毕业生提供高效求
职平台。例如，举办“大国重器”“中
国制造”“新基建”等分板块招聘会，
举办京津冀、陕西省等分地域组团
招聘会。

华南师范大学促进大学生高质
量就业举措则突出“精准”二字，包
括对形势精准研判、精准对接毕业
生需求等。其中，就业指导课是华南
师范大学的一大创新。记者在名为

“求职星球”的训练营平台上看到，
求职课程以游戏化的方式打开，有
战队、有 PK、有彩蛋、有开奖、有盲
盒，学生通过自我探索，不断解锁求
职新技能。

基层就业意愿增强

选择留在大城市还是去基层？
记者调查发现，高校毕业生基层就
业、回乡创业的意愿有所增强。对
此，多所大学就业办负责人和教育
人士认为，随着高校不断加强就业
政策宣传和观念引导以及就业选择
多样化，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回
乡创业的选择，将成为一种常态。他
们到基层放飞梦想、增长才干就是
务实选择的表现。

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
心主任林骥佳说，和往年相比，毕业
生到公共部门和基层就业意愿普遍
增强，报考公务员人数和各地选调
生人数明显增加，另外毕业生投身

国家重点领域的热情也在增加。
“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我们

青年一代的正确方向。”东南大学自
动化学院硕士毕业生张文港说，了
解到四川省 2021 年急需紧缺专业
选调生，在毕业季来临前就坚定了
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

无独有偶，西南石油大学机电
工程学院 2017 级男生张森林也放
弃了最初“扎根大城市”的梦想，最
终选择签约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
投身祖国核工业事业，“我想去祖国
最需要的广阔天地建功立业。虽然
其他企业给的薪资更高，但我更看
好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的发展前
景、更广阔的平台，我所学的专业，
在这里更有用武之地。”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2021 届毕业生张寅的志向是考取
陕西省选调生，成为一名基层工作
人员。“我出生于陕西省陕北地区边
陲小镇，虽然在北京上学，看到大城
市的繁华，但毕业后回报家乡是我
一直以来的理想目标。而且对比金
钱，我更看重职业的发展前景以及
自我价值的实现。”张寅说道。

就读于贵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
院的黄少妃，已经在老家的医院找
到工作。“其实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
最终留在大城市，但现在求职竞争
压力很大，自己决定去基层，既能够
解 决 就 业 ，也 能 够 更 好 地 锻 炼 自
己。”黄少妃说道。

以积极的心态择业

记者采访发现，一部分毕业生

求职方向感弱，对工作定义模糊，持
“找到好的就去，不好的就等待”心
态的不少，有业不就、“慢就业”的毕
业生，在不同高校都存在；也有毕业
生通过选择考研来回避就业竞争或
满意度低的签约；还有毕业生一头
扎进不符合自己的求职方向，受挫
后选择放弃就业。

黄少妃说，绝大多数同学会先
参加各种考试，或者考研，然后才会
计划找工作，“一方面，大家希望能
够通过公务员、事业单位等考试找
到一份稳定工作；另一方面，有些人
觉得求职竞争比较激烈，希望通过
考研等继续提升学历，以增强自己
的竞争力。”

贵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的万
慧告诉记者，身边有的同学存在“慢
就业”心态，觉得生活的压力有父母
顶着，自己还不着急寻求工作，或者
在没有找到好工作时，还不如不就
业，避免对工作产生不好的印象和
情绪。

北京市人社局大中专毕业生就
业处负责人表示，“慢就业”不是一
个新词，这几年反复被提及，“首先，
现在大学生接收到的信息更加多
元，价值取向也越来越多元；其次，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生活水平大幅
提高，毕业生可以更加从容选择自
己喜爱的工作。”

如何摆脱就业畏难心态？林骥佳
认为，“成才观、职业观、就业观”是多
元的，也许无法划分绝对的“对和
错”，“首先，它是积极的向上的，躲在
家里不就业‘啃老’肯定不对；其次，
个人发展要与国家需要相结合。”

又要到一年毕业季，今年909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话题

高校毕业生就业，向左走向右走？

5月17日，武夷山国家公园桐
木村附近群山云雾缭绕 （无人机照
片）。

近日，福建武夷山地区迎来持
续降雨。山林在雨水的润泽下，更
显秀美。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雨后
武夷美

据新华社台北5月18日电（记
者吴济海 姜婷婷）台湾地区流行
疫情指挥中心 18 日公布，台湾新增
245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分别为
240 例本土及 5 例境外输入；确诊个
案中新增 2 例死亡。

这是台湾连续第四天新增逾
100 例本土病例。

指挥中心统计，截至目前台湾
地区累计 261389 例新冠肺炎相关
通报(含 244409 例排除)，其中 2260
例确诊，其中本土病例数已超过境
外输入病例数。确诊个案中 14 例死
亡、1127 例解除隔离、1119 人隔离
中。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记者

陈舒 洪泽华）近期台湾新冠肺炎
疫情骤然升温，防疫形势日趋严峻。
连日来，岛内舆论持续发声，批评民
进党当局防疫不力是造成此次岛内
疫情暴发的要因，呼吁当局“政治放
一边，疫情摆中间”，加大普筛，并尽
快从多个渠道获取疫苗。

有岛内媒体称，“这是自去年初

以 来 ，台 湾 防 疫 战 最 惨 的 一 次 挫
败”。据报道，某种程度的恐慌情绪
正在台湾全岛蔓延扩散。尽管民进
党当局不断强调物资充足，岛内多
地仍出现民众疯抢物资情形，口罩、
酒精等防疫用品价格水涨船高，医
院床位捉襟见肘。

台湾《中国时报》17 日发表评
论指出，各种疫情传闻甚嚣尘上，人
民需要当局做事。只在社交媒体上
高喊团结，却不愿实时提供正确、完
整的信息，是不可能安定民心的。在
整个防疫过程中，当局“第一时间不
是构筑病毒防火墙，而是构筑责任
防火墙，把责任往外推”。

台湾新增240例本土病例
新冠疫情骤升 舆论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防疫不力

5月18日，中国海洋大学附属银海学校的小学生在昭通舰上“站坡”。
当日，海军退役昭通舰接舰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青岛市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零点广场举行。据介绍，昭通舰舷号555，是我国自
主设计建造的某型导弹护卫舰，于2021年4月退役，经山东省政府报中央
军委批准，移交青岛市用于爱国教育和国防教育。 （新华社发）

退役舰艇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新华社北京 5月 18日电 （李
国利 肖建军）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
心舱完成在轨测试验证，已进入交
会对接轨道，等待天舟二号货运飞
船的到访。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18
日透露，空间站天和核心舱近日先
后完成交会对接、航天员驻留、机械
臂等平台功能测试，以及空间应用
项目设备在轨性能检查，各项功能

正常、运行状态良好，已进入交会对
接轨道，后续将继续开展与天舟二
号货运飞船交会对接的准备工作。

4 月 29 日，我国在海南文昌用
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将空
间站天和核心舱送入预定轨道，中
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
5 月 16 日，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与长
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组合体转运至
发射区。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完成在轨测试验证

据新华社南京5月18日电（记
者陈圣炜）18 日，中俄东线（永清-
上海）天然气管道长江盾构穿越工
程在江苏南通正式掘进，盾构掘进
距离、埋深、水压等多项参数挑战油
气领域世界之最。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南段自北
向南途经河北、山东、江苏、上海，预
计 2025 年建成投产。届时，俄气将
直通长三角，实现“北气南下”，投产
后日输气量超过 5000 万立方米，比
现有输送能力提升近三倍。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穿越长江
多项参数挑战世界之最

新华社北京 5月 18日电 （记
者安蓓） 记者 18 日了解到，国家
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近日印发 《“十四五”时
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
启动实施教育强国推进工程。

根据方案，教育强国推进工程
紧紧围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
等教育三大板块，聚焦关键领域关
键任务，推动带动性好、示范性
强、受益面广、影响力大的项目建
设，不撒胡椒面，把投资用在“刀
刃上”。发挥中央投资“四两拨千
斤”作用，以投资换机制，促进有
关领域、有关区域形成整体性制度
设计和解决方案。对接乡村振兴、
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
战略，服务重大科技攻关和先进制
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重大
任务，做到一钱多用。

基础教育注重补短板。集中支
持 832 个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和
片区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特别是“三区三州”等原深度贫困地
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等，以

义务教育为重点，统筹学前教育建
设，扩大学位供给，巩固教育脱贫攻
坚成果，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职业教育注重树精品。重点支
持一批职业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高校
建设高水平、专业化、开放型产教
融合实训基地，推动相关院校面向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创新培养模
式，优化培养结构，打造一批精品
职业院校，带动职业教育质量整体
提升，有效增强产业升级和区域发
展的人才支撑。

高等教育注重创一流。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瞄准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卡
脖子”问题，加强“双一流”高校
学科基础设施和大型仪器设备建
设；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产教融合创
新平台和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
基地。优化高教资源布局，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支持一批在京中央高
校疏解转移到雄安新区，支持一批
南疆高校建设，支持一批中西部地
方本科高校建设。

我国启动实施教育强国推进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