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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一小学器乐免费进课堂

本报 11 月 25 日讯(通讯

员 王仁香 记者 秦国

玲)25 日，记者从高密市恒涛

双语实验学校了解到，该校

除一年级以外的小学生，都

在学校学习一种乐器，葫芦

丝、口琴由学校的音乐教师

免费上课。

高密市恒涛双语实验学
校副校长单既玉介绍，学校

学生在 1700 余人，为了让每

一个从这里毕业的学生都

能掌握一门音乐，学校从

口琴、二胡、古筝、钢琴等

众多乐器中选择了葫芦丝

和口琴，由学校 5 名音乐课
教师担任教师。利用每周

两节音乐课时间，学习演
奏葫芦丝和口琴。口琴一

个 15 元左右，葫芦丝贵一

点，一百元左右。家长都能

承受的起，而且方便携带。

垃圾桶内发现被弃男婴

本报 11 月 25 日讯(实习
生 牛耘 于文岍)“吓死我

了，垃圾箱里有个孩子！”跑

到居委会的鞠大爷慌忙喊了

一声。11 月 22 号下午鞠大

爷在翠竹园小区内的垃圾桶

里，发现一名刚刚出生的男

婴。被遗弃的男婴身体健康，

目前已经被送往潍坊医学院

附属医院暂时照顾。

11 月 22 日下午 2 点左

右，城关街道翠竹园小区的

环卫工鞠大爷，清理 6 号楼

北侧的垃圾桶时，刚把垃圾

桶歪倒就听见了一阵小孩的

哭声。仔细一看，垃圾桶里竟

然倒出了一个婴儿，身上只

裹了一床破旧红毯子，鞠大

爷吓得慌了神，连忙跑到居

委会寻求帮助。居委会的书

记赵文莲到现场后报警。

现在孩子已经被送到

了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因为大家一直很关心小家

伙的现状， 25 日上午，赵

文莲和居委会的几位大

姐，用大家凑起来的钱买

了衣服和吃的东西，带去

看望这个孩子。医院的大

夫表示，现在孩子身体很
健康，已经有很多人想要领

养他了。

11 月中旬比去年同期高 2 .4℃

本报 11 月 25 日讯 (记

者 秦国玲)潍坊市气象局

工作人员介绍，11 月中旬比

去年同期气温偏高 2 . 4℃。

气象专家表示仍然在正常范

围内，算不上是气候异常。

根据潍坊市气象部门刚

刚公布的气象数据，今年 11

月份，潍坊没有一滴降水，

而 2009 年潍坊市 11 月上

旬平均降水 8 . 9 毫米，中旬
15 . 1 毫米。气温略高，今年

11 月上旬，潍坊的平均气

温为 12 . 4℃，比去年偏高
0 . 3℃；中旬，潍坊的平均气

温比去年同期偏高 2 . 4℃。

我是研究生，我是夹心层。

年近而立之年的硕士们，当初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为了一个美

好的前途，然而，三年过后，他们

惊讶地发现，计划没赶上变化。因

为付出多，他们总希望找到薪水更

高、待遇更好、工作更轻松的职

位。不过，事实上，很多研究生并

没有显示出比本科生更明显的优

势，“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对

于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经过残

酷的竞争通过独木桥的硕士们来

说，个中滋味，恐怕只有他们自己

才能体会。

硕士求职

“夹心”尴尬
文/本报记者 李涛 片/本报记者 吴凡

“总比本科生好吧”

今年 25 岁的李灵珊现在一家高校的二

级学院工作，大学本科就读于山东财政学院

英语系，大四那年，看到同学都在准备考

研，她也随大流报了名，幸运的是，她被南

开大学外语系录取，学制两年。

2009 年 12 月份，李灵珊开始找工作，

“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说起六个月前的

求职经历，小李很是无奈，简历投出上百份

几乎是全部石沉大海，每天都在四处奔波，

有时候看到自己大学时的同学现在混得如鱼

得水，心里那种滋味只有自己能体会。

“那段时间应聘碰壁俨然已成为家常便

饭。”小李告诉记者，他的应聘史中被拒绝

占到了近八成，一开始想进大中专院校，然

而事与愿违，高校的门槛对她似乎提得很

高，一次去青岛科技大学高密分校应聘，一

个岗位就有上百人争，而且不乏博士生，招

聘方见自己是刚毕业的学生，也没多少经

验，最终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像此类

情况，小李被山东轻工业学院、中华女子学

院以及一些县城中学纷纷拒绝。李灵珊一直

以自己是个南开大学的研究生为荣，从来没有

为工作的事担心过，可现实让她感到巨大的心

理落差，甚至感觉自己的研究生读的很失败。

有一次她去天津一家外资企业，公司要让她去

干基层工作，可她拒绝了，“总要比本科生好

吧”。

其实李灵珊早在本科毕业时，就被一家中

日合资企业聘用，可当时恰好收到了研究生录

取通知书，让她最后感到心酸的是，研究

生毕业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的工作，

薪水竟然不如两年前那份工作的一半多。

现在，李灵珊找到一份在外人眼中已

是很不错的工作，但她对现在的工作并不

是很满意，“自己读研两年与本科生在一

起干相同的工作，尽管工资会高一些，但

发展空间毕竟有限，自己也不甘心，以后

有合适的机会自己还是会选择跳槽的。”

小李如是说。小李还告诉记者，到目前为

止她的七个南开研究生同学还没有找到工

作。

“我们成了职场
中的尴尬群体”

今年 28 岁的刘建军毕业于山东工艺美

术学院，一直喜欢学术研究创作的他 2007

年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在本校读研，专攻文

化政策法规，学制三年。他很喜欢学术研

究，在学校里也是小有建树，他还是导师

眼中的才子，然而面对现实，他不得不重

新考虑，工作还是一如既往地读博，至今

奔波在找工作路途中，“研究生的高不成

低不就”，读博还是工作让他很困惑纠

结……

当时为了学术研究而选择继续读书的

他，今年研究生毕业之后，面对年龄的增

长、房子、结婚等一系列问题，不得不选

择了“低头”。然而至今，刘建军一直都

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还在苦苦追寻中，

自己的导师也不断打电话劝导爱徒继续读

博，这让苦恼中的他分外纠结。

刘建军的女朋友毕业之后考取了潍坊

的事业编，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不得不

考虑结婚买房的事情，刘建军告诉记者自

己一直想在济南发展，毕竟学术氛围相对

浓厚一些，发展空间也大一些，但女朋友

在这边工作还算安逸舒适，自己只能选择

放弃一部分。

刘建军告诉记者，其实自己现在很想

考博，毕竟自己还是喜欢学术研究的，然

而现实摆在面前，读博士还需要四年时

间，毕业后自己就 32 岁了，那时博士生也

不知道结局会如何，自己不得不考虑选择

工作，可与自己意愿相符的工作机会却少

得可怜，大学本科同学现在都混得很不

错，自己面对这种处境也很无奈，想进高

校当老师也方便搞学术，但高校的门槛似

乎都是关闭的，因为还有大批的博士生和

关系户在排队等候，只能慢慢等待机会，

公务员、事业编制自己都会去尝试，“我

们成了职场中的尴尬群体，现在只要能符

合自己的工作意愿，有时间让自己对学术

进行钻研，哪怕工资低一些自己也会选择

的。”

女研究生，

一毕业就成了剩女

伴随着女研究生数量地不断增加，高

龄、高学历女性的规模日益扩大，“女研

究生”群体日益浮现，然而她们的研究生

活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辉煌。

社会传统习俗的根深蒂固也使得这些

文科女研究生倍感压力。一些用人单位对

育龄已婚，或者即将结婚的女性持不欢迎

的态度。而女研究生毕业后，多数正处于

婚育年龄阶段，加深了这一群体就业的难

度。

在求职过程中，更多的女研究生将目

标集中于相对稳定、轻松的行业，在家相

夫教子，愿意从事具有一定风险性和开拓

性职业的文科女研究生数量明显较小，这

也造成了文科女研究生竞争集中和加大的

现象。

潍坊学院大四外语系的小石告诉记

者，她们班接近 80% 的同学都选择考研，

现在大家每天都在紧张的备考中，“我们

学文科的本来找工作就难，本科学历现在

也不值钱了，为了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大

家只能进一步深造镀金。”然而谈及考研

后的工作问题，小石也心存不少疑虑，年

龄、婚育无时无刻不困扰着她们 .

小石说：“如果能考上的话，毕业之

后也 26 周岁了，一毕业就面临着结婚生子

的问题，大家都不愿意当剩女，但也没办

法，现在随便找份工作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任，只能坚持，研究生学历总会比本科学

历多一些寻找工作的机会，自己肯定会从

中学到一些东西，提升自我素质。”

逐渐暗淡的研究生光环

有数据显示，研究生一次就业率每

年下降 10% 左右，而传统吸纳研究生的

单位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中型企

业等提供的专业技术岗位却在逐年减

少；与此同时，大学招收研究生的数量

逐年提高，已经从 2000 年招生 39 . 7 万

人，到 2010 年提高到 140 万人。尽管在

今年潍坊报名考研人数中，现场确认

6205 人，与去年 6498 人相比减少 293

人，研究生报考人数首次小幅下降，但

报名热度依旧不减。

而记者在潍坊学院调查考研一族发

现，现实中研究生的就业期望值仍然很

高， 100% 的研究生认为自己应该得到个

条件较好、适于自己生存，又利于发展

的稳定工作，就因为自己镀了一层金，

花费的时间比常人多。

面对就业压力，不少学生选择继续

攻读学位，使得研究生数量不断增加。

但是与本科生、博士生相比，硕士生又

呈现出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

地。对名校大学生而言，尽管选择空间

相对大，但对大城市、好单位、高工资

这类“体面职业”的追捧也限制了就业

空间。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洪朋告诉记者，他们企业现在人才缺

口很大，即使提供食宿和五险，仍旧难

以满足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一些大

学生就业时往往容易眼高手低，对于基

层的工作不屑一顾，苦点、累点的工作

更是不理睬，总想干一些舒适又拿高薪

资的工作，在参加的多场招聘会中，对

于管理层的岗位更是难见研究生前来咨

询。

研究生的高要求也迫使部分招聘企

业关上了大门，在 11 月 20 日， 2010 年

山东半岛城市群(潍坊)冬季人才交流暨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招聘大会上，一家机

械制造企业招聘人员告诉记者，现在的

研究生越来越多，而研究生对薪资待遇

要求都普遍很高，企业需求的都是一线

工作人员，研究生所学都比较专一，在

某一方面可能有建树，但综合技能可能

会低一些，现在企业都喜欢招聘复合型

人才，一经录用不用拿出过多的时间财

力来培训，直接上岗为企业创造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