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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上加难”求职季如何突围？
大学书记直播带
“人”
“一生一档”
精准辅导
岗位 少
多重因素叠加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海高校
毕业生共 22.
7万人，比去年增加 2
万人，截至 5月 6日，毕业去向落实
率 36.
47%，比 2020年同期高 10.
03
个百分点，但比去年同期低 6.
54个
百分点。上海市副市长陈群在疫情
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坦言：
“高校毕业
生就业面临着很大压力。”
“疫情造成了就业市场供需有
一些失衡。”上海电机学院分管就
业工作的学生处副处长张跃辉分
析，从市场角度来说，部分企业停
产或降低产能，同时压缩人力资源
的投入；另外，企业对未来的预期
也发生了改变，扩大产能的意愿不
强烈。
此外，由于疫情防控需要，申城
高校自 3月起纷纷进入封闭管理或
准封闭管理状态——线下招聘会取
消、学生也无法到企业实习。
“ 线上
沟通的方式限制了用人单位对学生
潜力评估的有效性。”张跃辉坦言，
“也有企业认为，应聘者除了业务能
力之外，和团队的默契程度也很重
要，线上同样很难显现。”
疫情对毕业生的求职意愿也有
潜移默化的影响。
“大学毕业生主力
军是 00后了。以往我们调研发现，
他们的价值追求多元，除了薪资报
酬和专业对口外，还会考虑工作和
生活之间的平衡、关注个人情感和
价值的实现等。”张跃辉告诉记者，
这两年来，毕业生求职趋于保守，考
研、考公务员、入职国企的意愿明显
增加。一部分毕业生“大公司不要
我，小公司我也不要”的心态，成为
就业工作难以顺利开展的原因。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留守在华东师范
大学的师生们种下了又一季的毕业花——
耐寒耐旱、种到哪里都能生根开花的土豆
花在今年入选。
往年，过了“金三银四”的 5月，是各大
高校就业工作的收尾阶段，而在这个极不
据其他高校负责就业的老师介
绍，有毕业生原本已和企业达成了
意向，但是由于疫情，双方
“牵手”
的
前景变得模糊，也造成了焦虑情绪
在学生间蔓延。

办法 多
效果超过预期
这两年，直播很火。直播可以
带货，可以卖农产品，那能否带
“人”
呢？在今年的就业季，申城高校开
始尝试直播这种方式，别具一格的
形式赚足了眼球，不仅参与企业超
出了学校预期，而且效果同样喜人。
“这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综
合能力强，很有后劲……”早在 3月
30日，上海海洋大学党委书记王宏
舟就带着 20名毕业生亮相直播间，
通过 B站、抖音、视频号向企业推介
学生。这样的直播，到 5月中旬已
经进行了十多场。
直播带“人”的新形式，原本是
学校
“没有办法的办法”
“
。我们从去
年冬天到开春都在走访企业，现在
到了签约面谈的关键时期，不能等
解封了再做工作。”
王宏舟说，
“出乎
我们意料的是，直播到后期，企业人
事部门开始抢人了，甚至有‘潜伏’
在观众群里的其他企业直接给学生
发了意向签约信息。”
该校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
任孙红刚透露，在直播之前，学校形

平凡的时期，推进应届毕业生就业还处
于攻坚阶段。申城多所高校负责就业工
作的老师透露，疫情影响下，大学生求职
时更多抱有求稳的心态，而学校也在积
极引导毕业生，尝试到能“开花结果”的土
壤“生根”。

成了 12份调研报告，对接了很多企
业，确定了 15类毕业生的就业市
场，涵盖了 755家单位。
“ 根据调研
情况，我们筹划推出第二阶段直播，
有针对性地邀请企业，使得这一系
列的直播推介更加聚焦，人岗匹配
度更高。”
在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
工程学院 2018级本科辅导员顾益
江最近一直在为 264位毕业生的前
途奔忙——有的学生考研初试成绩
不理想，准备放弃。顾益江拿着他
们的成绩单，查阅、整理目标院校的
往年录取分数、复试要求等信息，逐
一和同学交流。他把相关高校的调
剂信息推送给符合条件的同学，指
导他们有针对性地准备复试。最
终，学院有 9名同学调剂成功，约占
年级考研总录取人数的 1/
3。
此前，教育部还发起了全国高
校书记校长
“访企拓岗促就业”
的专
项行动。在这一契机下，上海外国
语大学积极挖掘与毕业生相匹配的
岗位信息，分学科专业开设多场次
空中招聘会。自 3月至 5月中旬，累
计组织 17场空中招聘会，提供 6000
余个岗位；
累计发布 2.
6万余家用人
单位的就业实习招聘信息，提供 7.
7
万余个岗位。
“学校在学生宿舍楼和
教学楼内开辟一批独立‘面试室’，
配置线上面试设备，提供实时技术
服务支持，全力保障学生线上面试
需求。”
该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曹姝

婧透露。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正全力
推动应届生就业工作：一是出台各
种政策性岗位、企业税收减免、社保
补贴政策，鼓励企业聘用应届生；
二
是加强网络招聘和岗位募集，市级
层面直接组织毕业生线上招聘会，
并持续到 8月底；三是优化毕业生
就业落户政策，第一批落户从疫情
平稳后开放并受理至 8月底，第二
批将于 2022年年底开放受理。

攻坚 难
期盼合力突围
上海海洋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服
务中心主任孙红刚向记者感慨，以
往大四上半学期，就有一批毕业生
敲定了工作，
“金三银四”
的求职季，
大部分学生确定方向，考研的学生
也陆续完成了面试，5月本是个收
获的季节。
“今年相当一部分毕业生
的求职之路是停滞的，推动就业工
作还在
‘攻坚期’。”
孙红刚说。
该校校长万荣在接受采访时透
露，学校也在积极引导和鼓励毕业
生赴基层就业。2021年学校有 541
名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就业，在中
西部广袤的大地上发光发热。
上海交通大学长期以来加强对
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引领和专业培
养，精准输送更多优秀交大学子到
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

业。据悉，今年上海市高校毕业生
就业协议 0000001号-0000100号签
约学生均来自上海交大，全部投身
国家重点行业单位。
当下，对于尚未明确未来方向
的毕业生，申城高校多采取精准排
摸，
“ 一生一档”，分类指导，按照学
业困难、再次考研、求职能力弱等
各类重点群体制定精准帮扶计划，
并且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为学生
提供春招特训营、个体咨询、简历
指导等。
据悉，上海国资系统正着力促
进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市属
和区属国有企业，特别是在沪企业，
将在年度招聘计划中，安排不低于
50%的就业岗位，面向本市高校毕
业生定向招聘；上海共青团助力复
工复产“千校万岗 就业有位来”高
校毕业生网络招聘会也于 5月 23日
正 式 启 动 ，将 提 供 用 人 需 求 岗 位
98283个。
在多所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老
师看来，这样的经历，是一种历练，
在走向社会的临门一脚接受更多的
挑战，也是宝贵一课；同时，除了政
府和企业帮一把，学校扶一把，也需
要学生真正动起来——只有多方共
同奔赴，才能合力突围。
从学校角度而言，
“ 难上加难”
的求职季也带来了诸多思考和经
验。
“ 今年，我们组织了在校学生中
有摄影特长的为毕业生拍证件照；
请来资深 HR讲行业发展前景和企
业对人才的要求；还通过已经就业
学生的朋辈影响，促进就业意识的
提升。”
上海电机学院学生处副处长
张跃辉谈道，
“ 大学生就业难题，只
要肯下功夫、用心思考，就可能会是
另一种别开生面。”
本报记者 郜阳 易蓉
·

版防疫包更暖心
定制鼓励、盲盒礼物、专属明信片，对过往
3个月的纪念和对未来的祝福，
全装进去了

■ 今天上午，金山区蒙山中学在蓝天救援队的帮助下消杀校区，为复学
做准备
黎春华 摄

距离上海高二、高三年级重 “好事将至”……定制的金属书签
返校园还有 10天，在卢湾高级中
和徽章，为大家加油鼓劲。班主
学，老师们的云端头脑风暴已经
任们征询了同学们的建议，并根
开启。这一次，他们要为同学们
据大家的愿望在防疫包里塞进
准备一个不一样的防疫包，把对 “盲盒礼物”。大家的愿望五花八
过往 3个月的纪念和对未来的祝
门，有人提出，想要一张老师手写
福，全部装进去。
贺卡，有人想要一个校园文创手
高三年级三年高中生涯，两
提袋，还有人希望，塞点小零食会
次因碰到疫情居家学习；高二学
让返校的日子更有幸福感……
生则经历了疫情下的中考，马上
打开防疫包，每一名同学都
又要迎来疫情下的学业等级考
会收到一张专属明信片。邮戳
试。在老师们看来，孩子们着实
为 卢 高 的 校 徽 ，邮 票 一 共 有 24
不易。2020年疫情返校复学时，
枚，是同学们想念许久的校园景
学校曾经为同学们准备了防疫
色，邮编“202206”则为返校复学
包。校团委书记高宸介绍，今年，
日期。
老师们琢磨着，除了放入口罩、酒
明信片的正面则是来自同学
精喷雾、免洗洗手液等常规防疫
们在疫情期间拍摄的或者让自己
物品外，该如何让 2.
0版防疫包变
感 动 的 照 片 ，每 班 一 张 ，各 不 相
得更暖心。
同。同学们的镜头里，有“大白”
于是，老师们的心思，在一件 “小蓝”们忙碌的身影，有孩子们
件可爱的小玩意上凝聚。
“未来可
阳光下的笑容，有自制美食，也有
期”
“诸事皆宜”
“逢考必过”
“我爱
宅家许久的小狗无奈的脸庞。让
学习”
“ 不负韶华”“星辰大海” 老师们感动的是，一名男生主动

要求分享自己和父母在方舱医院
隔离时拍下的全家福，全家人并
肩站立的样子，让人感到亲情在
这场疫情面前的力量。男生的照
片被采用了，校长何莉希望，通过
这样一张照片也告诉更多同学，
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中招”
的同学或朋友，体谅和包容，才是
待人接物应有的态度。
明信片的背面，除了有高二
（5
）班施想同学绘制的校园风景
图，还有每名班主任写的复学寄
语。高三（4
）班班主任丁悦字斟
句酌，决定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们无法预知风浪，但拥有
了面对风浪的勇气；
我们无法控制乱流，但稳固
了身居乱流的定力；
我们无法抽身烦扰，但养成
了晏处烦扰的静气。
愿你闯过诡波，深流致远；愿
你冲破风涛，
青云出岫。
”
本报记者 陆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