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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比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的2019年增加了40万人，新冠肺炎疫情再给大学生就业工作带来了复杂而严峻的
挑战。目前，我省陆续出台了一些措施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各高校也纷纷出招助力学生找工作。

高校有哪些措施帮扶学生就业？就业进展如何？毕业生的个人状态怎么样？……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本报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走访，直击高校毕
业生如何突破疫情期的求职或升学难题。

面对今年严峻的就业形势，师范

类毕业生大部分要进入教育行业，他

们能否顺利就业，能否找到适合自己

的教育岗位？近日，2020 年四川省七

校联办师范类空中双选会开幕，该举

措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毕业生就业

的冲击。同时，我省各师范类高校也

纷纷出招，多举措拓宽毕业生就业渠

道，推动师范类毕业生顺利就业。

创新工作模式
主动收集企业招聘信息
受疫情影响，大多数企业在疫情

中受到冲击，停止了招聘或者缩小了

招聘规模，严重者甚至面临倒闭的风

险。

前程无忧成都分公司总经理安杰

表示，根据企业后台大数据统计，受疫

情冲击，市场需求下降，新增岗位减

少，吸纳大量师范类毕业生就业的各

类培训机构，面临一定的生产经营压

力，有的取消或减少了招聘计划。

为了获取到更多的招聘信息和应

聘岗位，乐山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下

称“乐山师院招就处”）主动出击，组织

毕业班辅导员与一千多家用人单位通

过电话逐一发出邀请，校友办通过地方

校友会积极收集岗位，挖掘就业渠道。

“要破解师范生就业难的现状，最

关键、最基础性的工作是增加就业机

会、提供就业岗位，打通就业市场的供

给和需求端。”乐山师院招就处副处长

黄显刚在对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

摸底后表示，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和

就业机会，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就

无从谈起。

目前，受疫情影响，总的来说是供

给大于需求，就业市场供需矛盾突出，

但疫情是短暂的，只有积极作为，主动

寻找收集需求市场，才能在挑战中把

握机遇。

截至4月份，2020年乐山师院先后

举办5场空中双选会，428家单位参会；

利用网站、微信公号等新媒体平台，及

时做好就业政策解读，收集和推广各

类网络招聘，全方位多渠道保障学生

就业。

“凭什么让企业找上门来？”绵阳

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下称“绵阳师

院招就处”）就业科科长郭佳说，疫情

发生以来，学校创新就业工作思路，

从掌握的资源中，主动作为，寻找收

集企业的招聘信息，并为企业开展线

上招聘搭建平台，提供支持，提升就

业工作水平。

近日，绵阳师范学院联合省内六

所师范院校开展空中双选会，增加就

业岗位供给。此外，绵阳师范学院招

就处还充分发挥校地合作单位、校友

企业和工会组织等各种资源力量，建

立一个豪华阵容的“用人数据库”，提供

与专业对口的就业岗位，确保线上就业

市场充分供给，解决学生就业问题。

自 2 月开始，截至 4 月底，绵阳师

范学院共计举办在线招聘专场会 6场

次提供就业职位 1745 个，招聘人数

31223人，“我校 2020届师范类毕业生

在 2500人左右，现有相关岗位数和毕

业生比为12∶1。”郭佳说，被称为“史上

最难就业季”的2020年，在绵阳师范学

院仍然可见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状况。

成都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下称

“成都师院招就处”）处长覃玉荣介绍，

学校作为一个优秀的人才“中介所”，

不仅充分利用全校教职工及校友等多

方资源，广泛收集就业信息，还构建具

有本校特色的毕业生就业市场体系，

形成促进毕业生就业的强大合力。

搭好线上云平台
保证就业工作不掉线

“疫情发生以来，一直呆在家里，

工作还没有着落，自己很焦虑，但前不

久通过参加学校搭建的‘互联网+就

业’云平台，进行简历投递，并顺利通

过线上面试，从而成功签约。”近日，成

都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届毕

业生王星龙分享自己在“云平台”找到

工作的喜悦。

疫情期间，成都师范学院顺势而

为，主动出击，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把

就业阵地从“线下”转为“线上”，通过

“互联网+就业”搭好就业云平台，充分

利用网络新媒体助推就业，保证就业

工作不掉线。

“为不让一个毕业生掉队，帮助每

名毕业生找到理想的归宿。”覃玉荣

说，学校采取“互联网+就业”的模式，

搭建“云平台”，精准发力，加强网上就

业服务，建立网上就业平台，开展网上

就业指导，优化毕业手续的办理流程，

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资源和更好的

就业服务。

四川师范大学（下称“四川师大”）

自疫情发生以来，学校依托“雨课堂”平

台开展网上就业服务、拓宽就业和升学

渠道、强化就业困难帮扶等工作，使毕

业生在家防疫也不离学校的帮扶指导。

“疫情防控期间，就业成为毕业生

的主要关注点，部分学生还出现了就

业焦虑的现象。”四川师大招就处副处

长张来山说。针对毕业生出现就业焦

虑，学校积极通过网络做好毕业生就

业指导与服务。一方面，依托“雨课

堂”线上平台，帮助学生解决就业过程

中遇到的困惑与难题，并开展就业能

力与求职过程指导，及时将教育部门

就业政策、网络双选会和各类就业信

息推送给2020届毕业生。

另一方面，四川师大还针对师范类

毕业生开展了2期“师范类考研复试专

题讲座”，帮助即将参加考研复试和教

师公招考试的毕业生提高考试成功率。

针对学生出现的就业焦虑现象，

绵阳师范学院及时升级调试线上招聘

系统，搭好“互联网+就业”线上云平

台，保证就业工作不掉线，提供在线就

业指导和咨询服务，开展一对一个性

化线上咨询，为学生提供线上简历诊

断和完善等服务。

聚焦学生需求
“精准帮扶”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疫情期间，本该热火朝天的春招

不能如期举行，传统的大学生招聘方

式或就业方式发生改变，尤其对师范类

毕业生影响更为显著。”黄显刚说，师范

类毕业生通过线上求职，给毕业生展示

自己的“软实力”带来了困难，并且网络

面试很难达到用人单位预期。

“疫情阻断了学生线下求职面试

的路，但阻断不了我们帮扶指导的信

心。”黄显刚说。

“通过学校的线上指导，我不仅顺

利地完成了毕业实习，还拿到了公司

的 offer，让我不再感到前景迷茫。”近

日，乐山师范学院 2020届毕业生屈易

静在学校、辅导员和自己的共同努力

下，已与浙江一家用人单位达成了就

业意向。

疫情发生以后，乐山师院通过开

展对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摸底调查，明

确了聚焦学生需求，靶向定制的就业

工作思路，通过“一生一策”建立台账，

动态管理掌握毕业生思想状况，及时

了解、努力解决他们在求职等方面的

困难，并帮助他们坚定信心，让学生求

职踏入快车道。

“毕业选择和约束各不相同，所学

专业特色各异，毕业生的职业取向也

呈现较大差异，这决定了毕业生就业

工作必须聚焦学生的需求，因人而

异。”成都大学师范学院（下称“成大师

范学院”）院长肖红说。

成大师范学院利用大数据建立学

生数据库，掌握毕业生就业意向和面

临的困难，精准地逐一分析，一人一

策，每周跟踪毕业生就业状况；一对一

指导，解决就业难题和困惑，利用教师

自己的资源，推荐和帮助就业，让学生

求职之路驶上快车道。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学生就业造成

了冲击，为走出“就业难”的困境，不让

一个毕业生掉队，绵阳师范学院通过

院系班级等渠道，对 2020届毕业生的

求职意向与需求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摸

排，了解毕业生需求。

绵阳师院不仅聚焦学生的需求，

而且还在“精准帮扶”上发力，引导毕

业生找准职业定位，以“一人一策”等

方式，加强个性化指导，旨在“靶向”帮

扶学生就业。

“不管是积极寻找收集企事业单

位招聘信息，还是搭建线上就业云平

台、对接学生需求精准帮扶指导，学校

就是为了不让一个学生在求职路上掉

队，让学生在家防疫期间，工作机会也

不少。”郭佳说。

面对疫情，师范类高校如何破解就业难题——

“不让一个学生在求职路上掉队！”
■ 本报记者 董志文 何文鑫

BOSS直聘发布的《2020应届生春

招趋势报告》显示：截至3月31日，自2
月3日（春节假期结束）以来，活跃求职

的 2020 年 应 届 生 较 去 年 同 比 增 加

56%，但企业对应届生的招聘需求规模

却下降了 22%；同时，作为应届生岗位

创造主体的小微企业的应届生需求同

比降幅达到了60%。较之去年，市场中

应届生的供需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高校2020届毕业生面对的是前所未有

的就业压力。

2020 年初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

无疑给本就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的中

国经济造成了一次巨大的打击。“金三

银四”的春招季，全省48万应届毕业生

却只能呆在家里，通过一台电脑、手边

仅有的材料，为就业或升学的难题而

焦虑。

“宅”家“云求职”，勇敢面对挑战
西南财经大学的学生圆圆，在秋

招的时候没能拿到心仪的 offer，本打

算一定要在春招好好表现，却没想到

回家把年一过，就只能“运筹帷幄之

中”，以期“决胜千里之外”了。

2 月底，企业陆续复工，艰难的春

招也拉开了序幕。包括西财在内的全

国高校联合了各家企业与招聘平台，

持续不断地推出线上招聘会、双选会。

但是线上招聘并不如圆圆一开始

期望的那样顺利。参加线上招聘会的

企业不算少，但是反馈很慢，更有几家

企业自始至终都没有回应。后来圆圆

发现，一些有自己招聘渠道的企业，比

如一些国企，通过招聘平台是无法投

递的，只能从他们的官网投递才可

以。万幸的是，圆圆最终还是找到了

工作。

“总的来说，线上招聘会的体验一

般。”圆圆告诉记者，因为不能去现场，

无法体验公司的氛围、办公环境，与未

来的领导、同事接触的机会也没有。

并且，面试结果也出得比较慢，也遇到

过延迟面试时间的情况。

但是线上的招聘形式也并非毫无

优点。圆圆认为，省时是第一点，不用

去到现场，直接打开手机或电脑就能

面试。同时，准备也可以更充分，把资

料打印出来或者写下来，也减缓了紧

张感。再次，线上招聘一般不会组织

“群面”，这样大家都能获得和HR单独

对话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增

加了公平性。

圆圆虽然在 1月初就完成了论文

初稿，但也经历了3月份修改论文和找

工作同时进行的“魔鬼时期”，好在目

前都已基本落实。

独居三个月，为梦想而奋斗

午后刚刚睡醒的小越呆呆地坐在

宿舍的小床上，手机躺在一旁，屏幕

上停留着一条消息：“学校层面不再

统一组织外语笔试。”这是四川大学

微信公众号刚刚发布的调整博士招生

考核方式的通知。今年，四川大学的

博士招考不再统一组织外语笔试，校

内各招生单位根据材料评议成绩，按

相关规定确定复试名单，直接进入复

试程序。

按往年惯例，博士招生的笔试会

在 3月举行。学期末的 1月，小越左思

右想，还是决定回一趟远在河北的家，

过完春节，马上返校。

然而，疫情爆发了。除了电脑，小

越任何学习资料都没带回家。小越家

住河北农村，家里除了父母、哥嫂，还

有整天黏着她玩的两个小侄女。四间

瓦房，两铺火炕，竟没有一处可以学习

的私人空间；每天晚上只有等家人都

睡了，小越才能挑灯夜战一两个小时。

于是，小越毅然决定返回成都，住

在表哥还没有完全装修好的家里。这

里只有最基本的床、桌等家具，锅碗瓢

盆等都需要小越自己置办。小越回忆

着说，“有个清净的地方我就知足了，

哪里还有别的要求。”

独居的3个月里，小越每天上午测

量一次体温，按时在学校的健康系统

打卡。不比在学校有便利的学习和用

餐环境，每一顿饭从处理食材到收拾

碗筷，都十分耗时。复习不顺、生活不

便，再加上整天都见不到一个能说话

的人，小越不时陷入烦躁的状态。

终于，学校发出了返校通知，小越

在 5月初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宿舍。“现

在图书馆也开放了，食堂也有套餐供

应。虽然进出受限，但真的要比一个

人住好太多。最关键的是每天能见到

同学，跟他们说说话，压力都要小很

多。”返校之后，小越的状态越来越好。

返校第8天，四川大学发布了博士

招生调整考核的公告。小越心想，取

消英语初试，就意味着少了一次被淘

汰的可能；从前为教研室工作，也给自

己心仪的老师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这

样一来，成功考上的概率就大了许多。

积极面对，困难总会被克服
前日，四川省教育厅采取了四方

面的措施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包括

协调企业的招聘时间，拓宽毕业生去

路如兵役扩征、研究生及专升本扩招，

指导各高校开展“云招聘”等等，均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圆圆就告诉记

者，春招的时候，辅导员建立的求职群

有 20 个人，到现在大部分都已签约。

没有签的同学也都在努力找工作，还

有的同学签了约、但不满意的，也在继

续找，“大家都很积极。”

成都中医药大学2018届毕业生飞

飞，也乘着今年研究生扩招的政策，终

于看到了继续求学的希望。今年是飞

飞考研的第三战，尽管没有如愿考上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但她迅速

联系了有调剂希望的其他学校，因为

招生名额的增加，云南中医大、湖南中

医大、山东中医大都先后有老师向她

抛出橄榄枝。

疫情对制造业、服务业的企业影

响尤为大，相关专业的学生也是如

此。而知识密集型的行业受影响则相

对较小。据成都某公司 HR 透露，公

司为 2020届应届生设置的岗位，如软

件工程师、ic设计工程师已全部招满，

总共录用了 20名左右的应届生，占此

次招聘计划人数的三分之二。这位

HR 认为：“我们公司还算比较幸运，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岗位类型的原因，

线上的方式也不会影响我们对应聘者

的考察。另一方面，政府会给中小微

企业一些补贴，分担了社保中原应由

公司承担的部分，也缓解了资金方面

的压力。”

（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毕业季，危中寻机勇“突围”
■ 本报实习记者 梁童童

编者按

资料图片 刘晨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