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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全育人”这一教育理念与高校的就业引导工作存在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在疫情影响下,
在“三全育人”理念的指导下,高校的就业工作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各高校的就业主管部门要开展形
式多样的就业指导活动,教学部门的就业指导要贯穿全线,学生管理部门要结合专业特点展开个性化指
导,其他职能部门也要贯彻全员就业的理念。高校各部门需要各司其职,加强协作,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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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three-wide education" and the
employment guidance of universit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pidemic, the employment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s to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three-wide education".
The employment departmen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arry out various forms of employment
guidance activities, the teaching department should carry out the employment guidance in whole process, the
student management department should carry out personalized guidanc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jor, and other functional departments should als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full employment. All
departmen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perform their own duties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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