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8 卷 第 1 期
2021 年 3 月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文章编号: 1001-4543(2021)01-0075-06

Vol. 38 No. 1
Mar. 2021

DOI: 10.19570/j.cnki.jsspu.2021.01.012

基于 “全
全员 育 人 ” 视 阈 的 高 校 理 工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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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在研究生培养中起着主要作用, 研究生就业关乎民生, 关乎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关乎科教事业持
续发展。长久以来, 形成了重视本科生、忽视研究生, 重视研究生招生工作、忽视研究生就业指导的工作惯性。受新
冠疫情等的影响, 研究生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就业工作中深挖细作、明晰就业指导工作的思路和途径, 对在变局
中谋新局有着重要意义。国家科技强国战略中理工类研究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人才培养具有专业性强、培养难度
大的特点, 着重从理工类研究生就业状况分析入手, 研究就业指导中存在的瓶颈, 提出高校应充分运用 “全员育人”
理念, 形成上下联动、全员有序参与的就业指导格局, 促进研究生就业指导健康、持续发展, 不断提升理工类研究生
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形成供需满意、良性循环的人才培养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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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in Colleges Based on the “Full Staf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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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s play a major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postgraduate. Postgraduate employment is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stabilit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For a long time, there has
been a working inertia of emphasizing undergraduates but ignoring postgraduates, emphasizing postgraduate enrollment but ignoring
postgraduate employment guidance.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postgraduate employment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It is great
significance to seek the new bureau in the changing situation for digging and clarifying the ideas and ways of employment guidance in
employment work. The postgraduat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n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rategy,
and the talent training is specialized and difficult to cultivate. We research the bottleneck existing in the employment guidance from
the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 employment condition analysis, fully use “Full staff education” concept, form the upper and lower
linkage and orderly participation of the whole pattern of employment guidance, which promote graduate employment with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engineering graduate employment rate and employment quality. The new pattern of virtuous
cycle of talent cultivation is formed with the satisfac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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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从供需和分布层面分析
1.1.1 毕业生区域流向和职业选择不均衡

高校理工类研究生就业不仅关系着高校教育事

区域流向方面, 一直以来, 大部分理工类研究生

业的发展, 而且有利于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 有利于

就业首选的城市是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 以及

经济、社会的发展, 全社会应当予以高度重视。近

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 极少部分的毕业生去

年来, 由于理工类毕业生区域流向和职业选择不均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就业, 导致一线城市及东南沿海

衡、高校研究生培养规模持续扩大、受新冠疫情影

地区人才过剩, 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人才短缺。究

响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量缩小等原因、加上理工

其原因, 大部分理工类研究生认为, 一线城市和经济

类研究生自身存在的一些薄弱因素, 致使理工类研

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就业机会多、生活环境好、福

究生就业面临严峻形势, 而高校研究生就业指导工

利待遇薪资水平较高。

作存在重视不足、相对滞后、未形成体系、就业指

职业选择方面, 多数理工类研究生更愿意首选

导人员力量薄弱等问题。2017 年 2 月 27 日, 中共

在国家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认为这些单位工

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

作稳定、待遇收入较高。其次, 他们选择的是高等

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首次提出 “三全育人” 的理

院校和科研院所, 认为这些单位与自己所学专业对

念

。“全员育人” 是指由社会、家庭、学校、学生

口, 工作也比较稳定。再次是知名的外资企业, 一部

组成 “四位一体” 的育人机制。“全员育人” 位居 “三

分理工类研究生被这些企业的高福利待遇以及高薪

全育人” 的首位, 从高校的角度出发, 如何将 “全员

酬吸引。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中小企业,

育人” 的理念运用到理工类研究生的就业指导工作

特别是民营企业, 却因人才难求、企业创新步履维

中, 举全校之力, 采取有效举措, 提高理工类研究生

艰。加上用人单位选择的多样化, 就业岗位信息不

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是本文探讨的课题, 也是本文的

对称、渠道不畅以及新冠疫情等的影响, 研究生就

亮点和创新点。笔者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自

业率维持及满意度提升的难度较大。

己的工作实际, 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以全新的

1.1.2 高校研究生培养规模持续扩大、竞争激烈

[1]

视角提出了促进理工类研究生就业指导工作的具体

我国自 1978 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 至今已走

举措, 主要包括: 群策群力, 建立健全理工类研究生

过了 40 多个年头, 2020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录取约

就业指导服务体系; 服务国家、社会, 高校既要 “走

为 111 万人, 报考人数达到了 341 万人, 近 3 年以每

出去” 又要 “ 请进来”; 完善奖惩制度, 加强就业指导

年 40 万人左右的增幅递增。随着高校研究生扩招,

人员专业化建设; 多措并举, 提高理工类研究生的综

理工类研究生的数量也 “水涨船高”。与十几年前理

合素质, 等等, 以期进一步促进高校理工类研究生就

工类研究生供不应求的局面相比, 很多 “满意度” 较

业指导工作。

高的用人单位或工作岗位已经饱和。有的单位更看
重毕业生的综合能力, 而非学历, 甚至明确要求只录

1

现阶段理工类研究生就业面临

用本科生; 以上情况表明, 理工类研究生就业市场供

的问题

需双方已经出现了失衡, 就业率提升和满意度达成
越来越艰巨。

理工类研究生专业化程度较高、分工明确, 工
作难度和工作量一般较大, 求学过程和就业岗位大
多较为辛苦, 培养过程、培养条件要求较高, 研究生

1.1.3 受新冠疫情影响, 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量
缩小
2020 年上半年, 因新冠疫情肆虐, 我国各行各

大多具备务实肯干、吃苦耐劳精神。时常埋头于实

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很多中小企业停产、

验、数据中, 养成了独立思考习惯, 和导师接触多、

停业, 有些甚至破产倒闭, 导致员工失业。有些企业

与集体相融性相对较弱, 但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内向

虽然还在勉强运作, 但效益大不如从前, 出现了降

和自我封闭的特点。而科研上取得的进步又使得他

薪、大量裁员的情况。根据《2020 年中国大学生就

们颇为自信、自负。就业工作的开展就要瞄准这些

业压力调查报告》, 受新冠疫情以及经济下滑压力

特点, 全员育人、全员发力。

的双重影响, 与 2019 年同期相比, 2020 年第 1 季度

第1期

茜丽尔: 基于 “全员育人” 视阈的高校理工类研究生就业指导实践探析

大学生招聘需求人数减少 16.77%, 求职申请人数却
增加 69.82%, 使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低于
去年同期的 2.82 水平。随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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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理工类研究生就业指导工
作现状
2.1 研究生就业指导工作比较滞后
我国大部分高校针对本科生均开设了较为健全
的就业指导课程。由于培养计划顶层设计上还有诸

业压力仍然艰巨。
1.2 从理工类研究生自身层面分析
1.2.1 求职心理期望值与用人单位的需求不够契合
理工类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校内外与就业相

多不完善之处，研究生在就业意识、职业规划、专业
技能提升等方面的指导还缺乏系统性。有些高校也
只是在研究生毕业前一年开始进行就业宣讲, 没有
完全按照学生实际状况开展全过程的就业指导 [3] 。

关培训活动较少, 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或图书

理工类研究生到二、三年级时, 正是紧锣密鼓地做科

馆度过, 和社会接触相对不多、与用人单位沟通不

学实验、撰写毕业论文、准备答辩的关键阶段, 即使

够。与本科生相比, 他们认为自己多学习了几年, 做

学校开设了几门就业指导课程, 学生们也无暇顾及。

了更多的科研工作, 在知识技能和科研方面胜人一

就业指导课程也大多流于形式, 对求职的毕业生帮

筹, 有一定的优越感, 在求职时常常 “挑肥拣瘦”, 在

助不大。此外, 高校与用人单位的联系不够及时、畅

无形中抬高了自己的求职门槛

通, 学校对各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并不是很了解, 收

[2]

。而在招聘过程

中, 用人单位要求毕业生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

到的信息与反馈也相对滞后, 进而在进行就业指导

这种供需双方的不契合, 增加了理工类研究生的

时缺乏针对性, 使毕业生求职应聘显得很被动。

就业难度。

2.2 就业指导工作成效不明显

1.2.2 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部分理工类研究生在读期间学习态度不端正,
学术钻研能力不强, 不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工作能力
低下, 个别毕业生甚至诚信意识薄弱, 在求职过程中
弄虚作假、不择手段, 导致其综合素养不达标。而
用人单位首先考虑的是毕业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工
作能力、协作精神等综合素质, 如果毕业生的综合
素质不达标, 用人单位就不给其实习和就业的机会。
因此, 面对激烈的求职竞争, 理工类研究生往往显得
束手无策。
1.2.3 心理素质较差, 适应能力有待提高
理工类研究生均已成年, 而且思想也已成熟,
但是, 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本科毕业直接考取

我国大部分高校的学工部门都设有就业指导中
心, 其工作内容主要是面向全校学生宣传相关就业
政策, 发布一些就业信息, 而忽视了学生的专业特点
和个性化要求, 尤其是没有针对学生不正确的择业
观进行相应指导, 对其消极的择业心理没有进行相
应的疏导, 导致学生择业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既不利
于学生职业生涯的长远发展, 又不利于学生的身心
健康。理工类研究生教育是为社会培养高质量、高
水平的科研技术人才, 要了解行业产业人才需求, 缩
小就业供需间信息偏差。就业指导中心因为观念、
人员编制、岗位设置、信息不畅等方面原因, 在社会
人才需求和研究生就业选择多元化背景下, 就业指
导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
2.3 就业指导人员力量单薄

了研究生, 一直在校园里学习、生活, 缺少社会经

绝大多数高校的就业指导都是由就业指导中心

验和现实生活的历练, 所以他们的心理素质普遍较

工作人员以及各学院带毕业班的辅导员担任, 而就

差, 尤其是抗挫折的能力较弱, 对环境和形势的变

业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寥寥无几, 他们面向全校毕

化, 他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在求职过程中, 一旦

业生开展工作显然力不从心 [4] 。理工类研究生毕业

出现现实状况与自己的就业期望值不符或者几次

班辅导员更是一人管理着近三、四百名学生。辅导

求职碰壁, 毕业生很容易表现出焦虑不安、迷惘沮

员要同时开展党建、思政教育、心理辅导、疫情防

丧等情绪, 而一旦出现这种情绪, 会对他们的求职

控、以及各种日常事务性工作, 又要应对各种突发

就业产生副作用, 甚至影响长远的职业生涯, 形成

事件, 本身已承受着巨大压力, 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就

恶性循环。

业指导工作中。理工类研究生科研实践，是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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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重要环节, 对提升就业工作质量有很大帮助作

社会氛围、教育环境和各类资源。加强对困难家庭

用。可是, 目前大多数就业指导的人员大多都是 “外

研究生的精准就业援助, 实现 “一人一档”“ 一人一

行”, 对专业、行业了解不充分, 对需求特征和背景

策” 重点帮扶。

缺乏深刻认识, 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训练, 就业指导

3.2 高校既要 “走出去” 又要 “请进来”

工作无法做到专业化、精细化。

高校的职能之一是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社会
是高校生命力的体现; 开放办学、携手合作是高校

3 促进理工类研究生就业指导工作的
途径

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高校遵循资源共享、互
利共赢的原则, 通过 “走出去”“请进来”, 与社会各界
开展合作, 能够为理工类研究生开辟更广阔的就业

高校的 “全员” 包括教师、管理人员、教辅人员

空间。

等等。高校的就业指导是教书育人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为育人结点的就业择业教育, 重点是在实践

应将 “ 全员育人” 的理念应用到理工类研究生就业

育人上做出成效 [5] 。高校要主动 “走出去”, 与企事

指导中, 全校上下形成合力, 共同助推研究生就业指

业单位建立广泛的联系, 深化产学研合作, 共同开展

导工作。

研究、培训、实习等工作, 及时了解社会用人需求,

3.1 建立健全理工类研究生就业指导服务体系

引导理工类研究生尽早接触社会、参与实践, 为日

高校党政领导应高度重视理工类研究生的就
业指导工作, 不断完善组织机构、人员配置, 以 “全

后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准备, 增强就业竞争力。同
时, 能够使用人单位选拔到适合岗位需求的人才。

员育人” 理念为引领, 做好顶层设计, 加大资金、人

高校要积极 “请进来”, 与相关企事业单位合作

力、物力投入, 设置专门针对研究生的就业指导机

办学, 协同培养理工类研究生, 进而拓宽毕业生的就

构, 并培养、引进专业人员从事就业指导工作, 同时,

业渠道。学校可以通过增加由企事业单位开设的实

联合教师、管理人员、教辅人员, 按照研究生人数合

务课程、聘请行业专家来学校授课、邀请知名校友

理配置就业指导人员, 建立健全研究生就业指导服

为学生举办各种讲座、举行专场招聘会等形式, 提

务体系。

高理工类研究生的科研和实践能力, 使其了解更多

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应从研究生招生阶段、退一
步也要从入学伊始就要进行系统的指导。一是为理

的行业信息和发展状况 [2] , 了解职场规则、动态和
经验, 做到心中有数、明确就业方向。

工类研究生设置合理的就业课程体系, 理论结合实

此外, 教师在长期的产学研合作过程中, 积累了

际, 使学生尽早明确自己的就业方向, 为就业、择业

一定的社会资源, 他们可以向相关用人单位推介理

奠定良好的基础。二是依据国家发展战略, 以及各

工类研究生, 为学生提供学术指导、择业指导、就业

行各业的发展需求, 结合理工类研究生培养方案及

推介 “一条龙” 服务, 为供需双方 “牵线搭桥”。

学生的择业需求, 提供社会实践、实习岗位、专业培

3.3 加强就业指导人员专业化建设

训、择业就业咨询、个性化辅导等全过程指导服务。

3.3.1 组建结构合理的就业指导队伍

三是开展广泛宣传, 帮助研究生了解国内国际形势、

高校加强理工类研究生就业指导工作, 应该充

国家的相关政策导向、行业发展动态、企事业单位

分运用 “全员育人” 理念, 整合校内外资源, 建立一

的招聘标准等信息, 使学生对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

支高素质的就业指导专业化队伍。学校要改变以往

有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四是建立学校、家庭和用

的只有辅导员、行政干部兼任就业指导人员的 “单

人单位流畅的沟通渠道, 对重点学生实现精准帮扶。

打独斗” 的局面, 走就业指导专业化道路, 通过校外

家庭是学生思想教育的启蒙和基础, 影响着其人生

引进与校内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建立结构合理的就

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 是人才 “ 培养链” 的重

业指导工作专业团队。一方面, 要引进取得职业指

要一环, 对研究生学业、择业影响也较大。应通过导

导资格证书、政治思想过硬、专业知识渊博、业务

师组、辅导员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与联系, 全方

能力强的人员充实学校的就业指导工作队伍; 另一

位了解研究生思想状态和学习、工作状况, 学校、家

方面, 整合校内资源, 选拔部分经验丰富、业务能力

庭和用人单位形成合力, 共同为其成长提供良好的

强的研究生导师、研究生辅导员、图书馆员等,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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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知识结构合理、专职加兼职的就业指导工作

教育、学术道德教育、以及职业规范教育等, 在提升

队伍, 大家齐心协力, 各司其职, 助推研究生就业指

研究生政治思想素质的同时, 教育引导理工类研究

导工作上台阶。

生增强社会责任感, 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 培

3.3.2 不断提升就业指导人员的整体素质

养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 [6] , 真正做到 “立德树人”。

理工类研究生专业性强和培养难度大的特点,

高校要高度重视研究生导师组、辅导员的育人

决定了其就业指导是一项科学、严谨、系统的工作

及就业指导作用。作为理工类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

任务, 需要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

任人, 导师负责研究生的学业指导、科学研究, 他们

力。在新形势下, 高校就业指导人员要紧跟时代步

与理工类研究生接触的时间较长, 不仅了解学生的

伐, 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不但要熟练掌握就业

科研情况, 同时熟悉行业需求, 熟悉学生的性格特

技能、大量可靠的就业信息、学生心理辅导方法, 而

征、兴趣爱好等, 所以, 导师开展思政教育和就业指

且要具备人力资源方面的相关知识, 能够遵循 “以

导更加得心应手。高校应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

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 的宗旨, 熟悉理工类研究生

督促、规范导师履行育人及就业指导职责。研究生

的专业特点、择业需求, 为理工类研究生更好地择

辅导员负责学生的思政教育, 同时, 他们从事着除学

业、就业做周密的准备。一是学校要加大对就业指

业指导以外的研究生所有日常管理工作, 在学校、

导人员的培训力度, 使其掌握并灵活运用与研究生

学院、研究生之间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 [7] 。学校

就业指导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学、心理学、计算

应建立导师与辅导员联动机制, 鼓励他们形成合力,

机应用、劳动人事制度等理论知识和指导方法, 不

在日常的工作中有机地将专业学习、科学研究、思

断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二是高校要加大投入

政教育与就业指导工作融合起来, 制定相关的培养

力度, 支持、鼓励就业指导人员赴相关企事业单位

方案, 广开思路, 努力提高理工类研究生的就业能

挂职锻炼、调研学习, 积极开展人才市场调查, 了解

力, 以及思想道德修养。此外, 在当今大数据时代,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动态以及对人才的需求

高校要增强图书馆的育人功能, 充分发挥图书馆员

状况, 开阔视野, 增加阅历, 提高工作能力。

的就业指导作用。图书馆员可以运用统计学、图书

3.3.3 完善就业指导人员的奖惩制度

馆学等方面的学科知识, 通过大数据搜集、挖掘、分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增加和硕本比的提高,

析以及管理, 及时为研究生提供用人单位招聘信息、

研究生就业指导先是从无到有, 现今又从临时的事

就业形势分析、就业分布情况、行业发展状况等报

务性工作、向系统化、长期化、和专业化转变, 对

告 [8] , 为理工类研究生择业、就业提供可靠的参考

就业指导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培养一支稳定

依据。

的、高素质的就业指导队伍, 只有具备相对应的奖

3.4.2 尽早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求职技能培训

惩制度, 才能确保就业指导工作取得实效。高校通

不少理工类研究生认为要在学校度过三年时

过建立物质奖励、政策激励、精神鼓励、表彰先进

光, 就业对自己而言还很遥远, 于是就 “两耳不闻窗

典型等诸多激励机制, 在涉及就业指导人员切身利

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结果到临近毕业时还没有

益的师资培训、职称评定、经费投人等方面做出明

找到就业方向。针对这种情况, 高校应结合实际情

确规定, 对就业指导人员采取正面激励为主, 问责、

况, 在理工类研究生入学之初, 引导他们进行职业生

惩罚为辅的原则, 进一步加强对就业指导人员的管

涯规划, 树立明确的就业目标, 为择业就业奠定坚实

理, 使研究生就业指导工作得以健康、持续发展。

的基础 [4] 。一是对研究生开展入学教育时, 应在学

多措并举提高理工类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生中开展广泛的宣传动员, 帮助研究生树立职业生

3.4

3.4.1 将理工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工
作结合起来

涯规划意识, 根据自身的性格、特长、能力、兴趣爱
好等特点制定就业规划, 明确今后的择业、就业方

理工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学生培养的

向。二是通过开设课程、举办讲座、召开座谈会、组

全过程, 同样, 就业指导也应该如此, 高校要在 “全员

织社会实践等形式, 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9] 。三

育人” 理念引领下, 将理工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是结合新形势新任务, 对学生的就业规划目标进行

与就业指导有机地结合起来, 开展法制教育、诚信

跟踪指导, 例如, 引导学生牢固树立 “先就业、后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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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到中西部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施展才

导人员力量薄弱, 没有形成全校合力, 高校就业指导

华” 等信念。四是加强求职技能培训, 鼓励理工类研

工作成效不明显。笔者认为, 提高理工类研究生就

究生选修人文社科类课程, 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表达

业率和就业质量, 不仅关系着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能力和写作水平, 掌握应聘简历的写作方法、面试

而且有利于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 有利于经济、社

技巧以及求职礼仪等等。

会的发展, 应当予以高度重视。高校应以 “ 全员育

3.4.3 加强对理工类研究生的心理辅导

人” 理念为引导, 举全校之力, 建立健全理工类研究

理工类研究生面临着专业学习、科学研究, 以
及择业就业的三重压力, 高校要高度重视学生的心
理健康问题, 积极开展心理干预。首先, 按照 “全员
育人” 理念要求, 高校除配备相应的心理咨询机构,

生就业指导服务体系, 与社会各界开展广泛、深入
的合作, 加强就业指导队伍建设, 提高理工类研究生
的综合素质, 帮助理工类研究生更好地择业、就业,
推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技强国全面发展。

以及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团队外, 倡导全校教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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