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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年初以来,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加,高校的就业推进工作面临重大挑战。迄今为止,大学生
的就业形势仍极为严峻,很多毕业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风险。如何通过思想教育,从思想上让毕业
生改变认知、转变就业观念,让他们从行动上积极去解决自身就业难题成了各高校关注的重点问题。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也关系到高校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和发展。本文
以当前的新形势为背景,对就业指导融入大学生思想教育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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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Employment Guidance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Miao Li
School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20, various uncertainties have increased, and the employment promotion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acing major challenges. So far,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still extremely grim, and many graduates are facing the risk of "unemployment after graduation". How to
make graduates change their cognition and transform employment concept throug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 that they can actively solve their own employment problems has become the focus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ncern. The employment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s not only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 economy.
Based on the current new situation,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role of employment guidanc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new situation of employment; uncertainty; employment guidance
引言

自2020年年初以来,国内外出现经

[2]
了43.7% 。针对2020年春节发生的全

教育部发布会指出,2020年全国各

济负增长,就业矛盾也日益凸显。一些

球性事件,虽然目前国内形势有所好转,

高校毕业生人数高达874万,不包括近60

个体商户和小微企业受到各种不确定

但由于各国之间防控能力相差较大,所

万准备进入国内职场的留学生。根据一

因素的冲击更为明显,营业亏损、借贷

以当前的国际形势仍在持续恶化。因此,

项权威的调查“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

困难等问题使得个体商户和小微企业

对于一些在生产原料方面依赖国际市

况抽样调查”提供的数据进行推算,上届

的流动资金链断裂成为普遍现象。为减

场以及处在国际产业链某一个环节的

的毕业生待业但有就业意向的毕业生约

小开支,一些经营管理者开始缩小经营

企业,会受到很大程度上的冲击与限制,

有102万,所以今年将有1000多万毕业生

规模,做出裁员减负相关举措。更严重

迫于经营状况的压力从而降低用人用

处于待就业状态。本文基于目前各种不

的是存续问题,即“复工复产即可能破

[2]
工的比例 。

确定性因素加剧的大环境,针对高校毕

[1]
产倒闭” ,直接冲击了民生稳定。截

业生缓就业、难就业、不就业等问题,

止 2020 年 3 月 12 日 , 根 据 某 网 站 关 于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各用人单位陆

提出相关创新性措施。

《2020年春节后求职趋势观察》的调查

续通过线上方式办公,通过云平台实现

1 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现状

数据显示,不足百人的小微企业在春节

企业的复工复产。用人单位的用工方式

1.1企业需求量减少

后的第一周,其岗位需求量大幅缩减到

也因为目前社会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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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企业开启用人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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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对于一些

数以维持自身的正常运营。并且,和往年

业。政府在高校毕业生就业这一块也给

用人单位因为用人效率的提高,而导致

数据相比,今年用人单位的校园招聘规

予大量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的有力

的裁撤部分岗位编制的一个因素是能

模和招聘人数都有一定的减少。一定程

实施,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起着非常关键

力较强的复合型人才可以身兼数职 。

度上失业率的提升以及数量众多的待就

的作用。面对如此庞大的毕业生基数,

这就要求从业者需具备多方面综合能

业毕业生,都给今年就业指导工作的开

为缓解就业压力,稳定社会,政府颁布

力,才能在当前的就业大环境下脱颖而

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了一系列就业帮扶政策,这对于缓解大

[2]

出。所以在这种多重因素叠加的情况下,
今年的毕业生面临的就业考验或有所
增加。
1.3企 业 对 大 学 生 综 合 素 质 要 求
提高

2.2海外留学减少,国内就业市场人
数增加

学生就业压力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市
场方面,第一,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区域

2020年以前,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

存在一定的失衡,大部分毕业生毕业之

一直处于平稳增长的状态。而2020年以

后都趋向于到北京、上海、广州及沿海

后,由于某些国家和地区的防控措施以

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工作,对于西部及

随着求职人数的猛增,岗位基础要

及防控能力还存在一定的欠缺,因此这

中部偏远地区倾向性很低,从而造成偏

求也越发严格。事业单位、国家公务员

些地区出现了留学人数的缩减,或对留

远地区留不住人才,发达地区竞争激烈

等招聘考试难度逐年提高,从专业细分,

学生采取上网课的教学方式。除此之外,

的现象,使得国家人才结构出现严重失

到实践能力审核,再到综合素质考查,只

国内的家长们考虑到孩子的吃穿住行等

[5]
衡 。第二,就业领域单一化,冷门专业

有全部满足要求,才可能顺利上岸。另外,

问题,也选择在国内进行深造和就业,而

如生化环材等领域毕业生就业范围非常

再加上体制工作逐渐又成热捧,使得绝

非出国留学。以上种种因素都使得国内

窄,工资待遇差,而热门专业如计算机、

大数毕业生都将面临着陪跑境遇,最终,

就业市场的人数增加,国内大学生的就

金融等领域毕业生应接不暇,工作竞争

他们的就业对象绝大部分依旧是企业。

业市场受到一定冲击。

激烈,收入较好。于是就出现部分毕业生

而企业对毕业生的学历、额外技能和相
关职业证书等要求也整体上升。受目前

2.3求稳求福心理出现,导致就业

在找工作时放弃自己的冷门专业,投向
自己未知的热门专业领域,这样不仅造

困难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仍有很多企业

成了国家人才资源培养的浪费,还营造

企业采取措施限制员工数量,这导致大

因为经营困难,从而大量裁撤员工或是

出一种不良现象,即所学专业与就业方

学生难以找到合适的实习岗位,只能被

降低薪资。反观一些体制内的工作岗位

向并非一致。第三,企业人才招聘存在

迫参与其他与专业方向无关的实训,这

却受目前新形势的影响较小,鲜有员工

“歧视”,部分企业为过度追求名校毕

也使得一部分综合实力不强的毕业生在

因此而失业,就显得这类工作很是稳定

业生,从而无限度降低招聘要求,但对

岗位需求本就缩减的就业市场上更加被

优越。这就催生出了大量求职者求稳的

一般高校毕业生却严格至顶,几乎零录

心态。相比以往毕业生追求高薪的企业,

用。这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不良风气,即

1.4毕业生就业心理发生转变

现在很多求职者更注重抗不确定因素的

一流高校招招手、企业招聘走过场,普通

因部分毕业生不能认真了解目前就

能力较强的国企或事业单位。然而稳定

高校投简历、转头就丢回收站。企业在

业形势,未能从自身实际出发,就业心理

的国企或事业单位中,空缺的工作岗位

招聘过程中理应清楚自身诉求,寻找最

发生转变。一方面,部分毕业生对就业岗

毕竟有限,这就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

适合该岗位的人才,而不是一度追求名

位工作内容、薪资等方面要求过高,不愿

桥的惨烈竞争。一位难求也使得大量的

校毕业生。

从基层工作做起。另一方面,部分毕业生

失败者就业信心不足,不得不考虑延迟

更倾向于稳定的就业岗位,如教师编制

就业。更有甚者,进体制工作意愿强烈,

岗、事业单位岗、公务员岗等就业方向,

不考虑普通工作,力求等待下次进入的

形成“教资热”、
“考编热”等现象,这也

机会。因此,毕业生在这种求稳的心态下,

的大环境以及企业自身生存能力的影响,

[3]

动 。

造成部分毕业生处于待就业状态。

2 新形势下就业指导面临的
困难
2.1招聘岗位减少,总体就业数量
减少

[4]

2.5毕业生未能转变传统就业观念,
接受新形势下求职模式
多数毕业生还依旧本着传统的求职
观念,希望通过企业线下招聘、上门面试

更是导致了就业形式的严峻 。

的求职方式找到新工作。但在当前的特

2.4就业形势出现失衡现象

殊形势下,很多企业开展了云招聘、云面

近年来,为响应党中央的“双创”政

试等线上岗位招聘来解决用工需求,毕

策,各级政府都给予了双创人员重大优

业生通过网络云平台投递简历、线上面

惠待遇,尤其是高校毕业生,优惠力度更

试即可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因部分学

2020年年初的突发卫生事件,对全

大。在政府巨大的优惠政策下,一些高校

生不愿尝试新形势下的云招聘,不愿在

球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我国的

毕业生一腔热血投入到创业生涯中,但

网络平台投递简历,认为会泄露个人信

防控措施卓有成效,但是仍有部分企业

成功的仅是极少数,大多数还是被这股

息,没有线下招聘可靠安全等因素,从而

因为经营困难而进行裁员或减少招聘人

创业浪潮所吞没。创业失败,只能选择就

选择拒绝接受新的求职模式,造成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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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延迟就业。

学生的专业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的就业

孵化等,这些都可实现学生就业技能、创

3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
教育有机融合的必要性分析

竞争力,这才能让学生更好地面对目前

[6]
业实践能力的有效提升 。而在高等院

就业难、难就业的问题。在目前的就业

校的就业指导过程中,应用比较广泛的

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意识到,

形势下,切忌只顾长篇大论,要能正视

教育教学方法也很多,其中主要包括调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就业指导的方式,

并接受互联网快速发展带来的价值多

查分析法以及咨询辅导教学法,而这些

对未来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十分重

元化。

教育教学方法在思想课程教学中也同样

3.3提高全体教职工参与的积极性

[6]
能够适用 。

育的有机融合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

培养高素质人才是高等教育的核心

[6]
必然途径,符合时下需要 。结合当下,

任务,高等学校应该将培育能够顺应时

4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
教育有机融合的路径探究

如何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将高校思想政

代发展的人才作为育人的首要任务。以

4.1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就

治教育与就业指导有机融合,切实解决

培养学生为最终目的的理念是高校一切

大学生缓就业、不就业问题,从而有效化

工作的核心理念,我们应把大学生思想

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与就业环境随着

解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风险。

政治教育贯穿到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

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使

3.1转变教育理念及人才培养理念

环节。人才培养过程中学校各类人员、

得大学生对就业指导的需求更加层次

在高等教育以及人才培养过程中,

各种力量从不同角度发挥着不同作用,

[8]
化、实效化 。从新生入学伊始,就要将

要转变对学生的培养理念及教育理念。

尤其是处于先锋位置的高校教师,更应

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学生学

理念先行改变才能从根本上使得思想政

当在德育实践教育中积极发挥领头羊的

习、生活之中。要清楚地认识到思想政

治教育与就业指导相融合。高校教师在

作用。同时,也要多管齐下激励高校其他

治教育本就是一场持久战,并且要反复

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要摒弃以往的照本

人员参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全体员工

持续。

宣科、纸上谈兵、只说理论不谈实际应

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作用,

用的刻板育人方法。此外,一些高校的思

[7]
努力形成全员育人的氛围 。

要。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这种双教

想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穿插融入对就

与学生日常生活接触最多的是思想

业指导的方式没有跟上当前发展的需

辅导员队伍,所以他们应以第一线教师

要。另外的一些极端方式则是直接以就

的身份,切实承担大学生就业与思想的

业指导取代思想政治教育,这更是不可

教育工作,因为他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

取的。所以高校教师应该正确意识到就

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特殊关系,
把握这种双向教育之间的微妙平衡,加

3.4探索各种教育教学方法在就业
指导和思政教育中的有效应用

业指导全过程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相
融合要依据大学生所处的学习阶段,以
及所达到的深度分阶段分层次进行。
低年级：对低年级学生以人生观、
价值观、成才观教育为主；
中年级：对处于中层的学生要针对
性地进行通识化教育,包括就业观和法
律意识、诚信意识方面的导向教育；
高年级：加强高年级学生的职业道

强在这种双向教育过程中在内容和方法

在当前高等院校教育教学过程中,

上的时效性,清晰地认识到当前社会上

一直提倡将课程思政化。将思政教育融

各个行业对于人才的要求。唯有将学生

入教育教学过程对提升教学效果有很大

的特长和高校的实际相结合,积极认真

帮助。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教学实践

地研究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这种教育

中应用比较成熟的教育教学方法有很多,

模式的特点,才能更好的培养真正的人

其中应用比较广泛的主要包括实践训练

不得不采用远程线上的方式进行求职面

教学方式、自我教育方式、咨询辅导的

试,这就对建设高效、安全的就业信息系

教学方式。

[9]
统有了较高的要求 。在新形势下的求

[6]

才 。
3.2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就
业指导有机融合的新途径

德教育以及就业信息筛选的去向教育、宣
讲并落实相关就业政策。
4.2补全求职短板,完善就业信息系
统化建设
目前正处于特殊时期,高校毕业生

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通过对上

职过程中,毕业生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述这些应用比较广泛的教育教学方法的

合的求职方式,更鼓励线上招聘,线上发

也要考虑当下发展的形式,积极地去创

有效应用,可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科课

布的招聘活动有宣讲会、双选会、洽谈

新改进,大胆尝试新的优秀方法。教师在

程教学中实现有效融合,从而使思想政

面试等多个模块,实现了就业渠道的多

进行相关授课的时候,要贴近学生的实

治教育能够达到更加满意的效果,促使

样化、动态化。利用云计算、大数据、

际情况,因材施教,以启发式的方式去激

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能够得以有效

区块链等技术能切实跟进毕业生的求

励学生。教师可以从“两个课堂”入手,

实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使用的

职需求,实现“一对一”、“多对一”的

探索第一、第二课堂有机融合的长效机

这些教学方法,能在就业指导过程中也

线上交流,精准摸排职业匹配等招聘信

制,既要让学生能够学到扎实的专业知

比较适用的是实践训练教学方法,通过

息。例如,高校对接企业,新媒体对接云

识,还要通过第二课堂的实践锻炼提升

模拟面试、模拟招聘、创业基地的实践

服务等。

在继承传统教育有效的教育方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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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全面覆盖,建设新媒体矩阵开展

[9]
中勇做弄潮儿 。例如,鼓励毕业生选择

[参考文献]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

[1]程杰.“提效降费、线上先行”,

2021年以来,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新

计划”人员、
“三支一扶”计划人员、
“大

稠州银行助力小微企业抗疫复工[J].中

的就业形势给毕业生的就业心理也带来

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
“参加选

国信用卡,2020,(05):22-24.

畏缩、胆怯等负面影响。为了将毕业生

聘大学生村官工作”人员等国家基层就

[2]郎东鹏.有效应对变化—疫情中

的就业政策、就业新举措、云招聘信息

业服务项目,选择将最美的青春绽放在

对高校就业工作的思考[J].中国大学生

及时转达给毕业生,要充分利用QQ群、微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就业,2020,(09):12-14.

引导

信、腾讯会议、QQ群直播、钉钉、公众

5 结语

号等多元化新媒体手段加大宣传教育,

总之,在当前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师

情背景下大数据助力大学生就业情

积极构建新媒体矩阵,确保将最新的就

要实时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性地丰富人

况分析:现状、困境及对策[J].中国商

业信息、就业政策及时转达给每位毕业

才培养方法,完善就业思想政治教育体

论,2020,(19):182-185.

生,做到随时查缺补漏、全面覆盖。

系,有效地将思想与就业指导双向教育

4.4增强公共卫生防控及打赢脱贫

进行有机融合。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将高

[3]孙 嘉 翊 ,刘 芳 妤 ,周 雨 笛 ,等 .疫

[4]王妙玲.新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
问题研究[J].新西部,2020,(18):125-126.

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有机融合,

[5]刘红亮.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

切实解决大学生缓就业、不就业的难题,

现状及策略应对研究[J].老字号品牌营

暴露出当前公共卫生防控的基础设施的

从而有效化解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销,2021,(09):149-150.

不足。这警醒着我国要加强并完善应急

的风险。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有

[6]张国欣.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与就

管理机制,从而能够从容且有条不紊地

机融合,要在德育的教育中穿插就业指

业创业教育融合途径研究[J].创新创业

应对各种突发危险状况。培养具有高素

导教育的相关内容。从新生入学伊始就

理论研究与实践,2020,3(07):157-158.

质的高水平人才,要以大学生的就业观

抓起,一直延续至毕业,在这整个过程中,

念为出发点,在相关领域发挥特长,补齐

都要将就业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人才培

教育工作与就业工作契合研究[J].中国

[9]
短板和不足 。例如,清华大学成立公共

养的方方面面。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大学生就业,2012,(16):5-8.

卫生与健康学院。

攻坚战,鼓励毕业生服务基层
2020年春节所爆发的突发卫生事件

[7]赵放辉,王晓琼.大学生思想政治

生观、价值观、择业观,让学生从思想认

[8]史晓溪,王淑萍.高职院校就业指

2020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

知上发生根本改变,从而解决不确定性

导中思政教育内容研究[J].中国大学生

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

因素猛增的新形势下由毕业生懒就业、缓

就业,2013,(06):26-29.

年。由于某些不可控的因素,脱贫任务更

就业、不就业等错误认知而产生的难就

加艰巨,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业等问题。

落实“六保”任务情况下,要做好政策宣

[基金项目]

传,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扎根到人民需

校级重点研究项目,名称：后疫情时

要的基层,以优惠政策鼓励毕业生加入

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有

国家重点扶持的项目中,在时代的大潮

机融合的探究,编号：IFQE202002。

126

[9]陈建帮.抗击疫情形势下对大学
生就业引导工作的思考[J].中国大学生
就业,2020,(06):38-42+53.

作者简介：
李苗(1984--),女,汉族,安徽蚌埠人,
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教育教学。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