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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成成研研究究生生毕毕业业后后不不搞搞““研研究究””
学生考研为找好工作，学校不保证就业

不少人考研

只为好就业

“我本科毕业之后工作了
半年多，对当时的工作不满
意，就考研究生，当时想墨水
要是多一些，找的工作会更好
一些。”山农大园艺专业研二
学生小刘说，比她高一届师哥
师姐普遍面临就业压力，她还
没毕业也面临着找工作的压
力。“说实话我当初考研就
是为了找个更好的工作，但是
现在研究生就业压力依然巨
大。”

29日，记者随机走访调查
了多位在读研究生和考研考
生了解到，多数考研者考研是
以就业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
为目的。

“现在作为一个研究生毕
业能不能找到满意工作，就看
个人的要求高不高了，如果眼
界较高，要求高，就很难找到
心仪的工作了。如果要求不
高，性格积极乐观一点，还是
能够找到与专业相关的工作
的。”小刘说，工作其实还是有
不少选择的，现在很多人考研
也是为了拿研究生证，更好找
工 作 ，“ 我 感 觉 那 样 没 有 必
要。”

该校研一食品科学生小
王说，当初毕业没有太好的工
作机会就读研了，自己本科也
是农大，班里同学考研的不
多。对未来的工作规划还没有
想过。“现在学历高没以前吃
香了，但学历高了肯定还是会
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其实我当时读研也是因
为不想离开校园，上学还没有
上够，惧怕就业。”农业管理专
业研究生一名学生说，看到现
在研究生就业压力依然很大，
她有些后悔读研，她认为有好

的工作就不要读研了，读研也
是为了找工作。

专业不满意

改考公务员

“现在研究生就业前景
比较本科生还是要乐观一些
的，要是不乐观的话就不读研
了。”泰城一研三学生说，现在
研究生就业依然有一定优势。

“我们班一共十几个学生，几
乎都已经有了就业意向，但有
的对目前的工作不很满意，一
般是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容
易找不到工作。”

农大水利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学系老师周波说，他个人
十分支持考研，基于本学校建
筑学专业较弱，考研深造十分
有必要。

“我们专业读研后基本从
事本专业，多数进入国内优秀
设计院工作，发展空间大于本
科阶段。我的学生一半左右准
备考研。”周波说，这些考研生
多数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
专业水平，进而增强自己的竞
争力。

周波介绍，研究生阶段接
触的平台较高，其中一半能适
应，也有一多半只是应付了
事，没任何收获，后者多借助
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改变就
业方向。“在就业方面，研究生
主要流向事业单位，大型设计
院，像现在，多数设计院已经

只收研究生，这也是未来的一
个趋势。

研三女生小张说，本科毕
业后没有找到合适工作，就继
续留在学校读了三年研究生，
临近毕业的她，对于今后的就
业依然感到迷茫，她打算考公
务员。“还好现在有些国家公
务员对学历和专业要求提高
了，我们研究生有一定优势，
目前，我正在集中精力复习准
备考试。”

山东农业大学负责研究
生就业的刘老师介绍，目前学
校研究生就业率能达到百分
之百，比本科高，找到的工作
层次相比本科也有提高，但就
业质量和以后发展不敢保证
能够更好，因为研究生虽然在
学历上有优势，但是研究生相
比本科付出了3年时间，在心
态上容易高不成低不就，年龄
等方面也都是劣势。

仅3成多毕业生

从事研究工作

“目前研究生教育目的依
然是为了培养科研型人才，并
非为了就业和适应社会。”山
东农业大学负责研究生就业
的老师介绍，根据他的经验，
不少本科就不了业的学生，研
究生毕业后，就业依然是难
题。“有些学生考试是长项，但
是各种社会能力、综合素质较
差，比如语言表达、社交能力

等，这些都是应聘时必要的，
但研究生教育不能教给他们
这些，或者不能直接的提高学
生的这些能力。”

“目前，在我们学校发布
招聘信息的企业一般对研究
生和本科学历同等对待，能否
应聘上，主要看个人能力。”该
老师介绍，单纯想通过考研找
到好工作并不一定能够实现。
同时，他表示一些高校、科研
场所对学历要求较高，如果想
要做科研工作，或者到更高的
层次上就业，考研还是十分必
要的。但毕业以后能够继续从
事研究工作的学生，仅占到全
部研究生比例的三分之一。

“有的学生害怕压力，考
研纯粹是为了找到好工作或
者拖延走向社会的时间，这样
的学生不仅浪费时间，最后也
没有很好的结果。”这位老师
介绍，从今年起，全国研究生
教育取消免费制度，一些家庭
困难又无心致力于研究的学
生，他不建议考研继续深造。

“现在很多学生工作以后，也
有很多学习机会，不一定本科
以后接着考研。”

该老师介绍，选择考研之
前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兴趣和
目标，不能简单追求好就业。
另外，研究生就业与导师课题
方向、人脉等也有关系，选择
时需要慎重。

策化 孙静波

本报泰安12月29日讯 (记者
陈新 ) 今年“双联双增一帮扶”活
动开展以来，岱岳区妇联5名工作
人员共为22户困难家庭争取到救
助金，为2户“两癌”贫困妇女免费
复查，并为堰西村争取到“两癌”贫
困母亲救助金。

2014年，“双联双增一帮扶”活
动开展后，岱岳区妇联被确定联系
帮扶粥店办事处堰西村。据了解，
堰西村共有286户家庭，共1113人，
岱岳区妇联仅有的5名工作人员联
合办事处错时入户286户，对46个

“五个必到户”进行了两次走访，排
查归纳民声要办实事8件，确定了
因病、因灾、因残等14户家庭作为
重点帮扶对象。

确定好帮扶对象后，岱岳区确
定了分类帮扶的工作思路，为22户
贫困户每人发放了500元慰问金，
进行走访慰问。邀请到区妇幼保健
院医学专家进行义诊，为 2户“两
癌”贫困妇女免费复查，并积极对
上争取到“两癌”贫困母亲救助金。

此外，岱岳区妇联结合职能帮
助贫困户就业创业，举办了“情系
姐妹·就业如意”专场培训班等活
动，为有就业欲望的贫困妇女进行
了就业技能知识培训。

本报泰安12月29日讯(记者
白雪) 2014-2015年中小学秋

季学期比往年长约半月，提前
结束课程后，不少学校开始学
习下学期内容，由于课本不到
位，学生得向高年级借书学习，
不少学生和家长因此遭遇“借
书难”。

“现在马上学习新课程，不
少学校学生都得借课本，因课
本紧俏，很多家长借不到，只能
复印书给孩子用。”29日，一名
老师告诉记者，今年中小学放
寒假比以往推迟了近半个月，

“2015年春节是近30年来最晚的
一个春节。受此影响，2014年秋
季学期成了‘最长学期’。

王女士的孩子在泰安市第
一实验学校花园校区上三年级，
最近他一直忙着给孩子借课本，

“学校老师说这学期比较长，要
借书学习新课程。可很多孩子家

长早就听到风声帮孩子借了课
本，我借了四位同事的，都已经
被借出去了，现在正想办法。”

家长李先生表示，孩子老
师曾让孩子找旧书交上去，他
当时还很纳闷，后来才知道是
为了低年级的孩子准备的。虽
然，部分学校采取了措施，但是
仍有不少学生为借书发愁，一
位泰安六中学生向记者反映，
他前一段时间开始学习八年级
下册，到处借不到书，想买一本
也买不到。

为了能让孩子看上书，家
长们也是绞尽脑汁，有网购的，
也有联系外地亲戚借书的。一
位家长说，她要是再借不到书，
就准备给孩子复印一份了，“孩
子的书在淘宝网上版本太多，
真不知道买哪种才是对的。”

新华书店是泰城唯一能买
到教科书的书店，工作人员介

绍，一般下册书籍到寒假过后
才能售卖，现在书还没到，“一
般书店售卖的书籍都是原来的
存货，现在孩子需要用书他们
那也没有了。”

据泰安市第一实验学校花
园校区老师介绍，秋季学期大
概是四个整月零两周，下周开
始陆续结束课程，有的让学生
借书是想提前学习下学期课
程，比如语文就可能会提前学
一个单元的内容。“学校老师是
否提前开课由老师按照本班学
习情况决定，有些进度慢的班
级可能不会提前开课。”

泰安六中一位学生家长
说，孩子明年初中学考要考地
理，现在学生已经提前开始学
习课程，学习刚刚发了新的八
年级下册地理书，“这个学期延
长了学习周期，也让下学期变
得紧张起来。”

中小学秋季学期比往年长半个月

班班里里““超超前前””开开课课 学学生生借借书书为为难难

22户困难家庭
拿到救助金

28日，2015年研究生
入学考试刚刚落下帷幕，29
日，记者走访了泰城部分高
校，了解到不少学生当初仅
因找不到工作而选择考研，
临近研究生毕业，不少人依
然面对巨大就业压力。高校
研究生处工作人员建议，选
择考研之前要真正了解自
己的兴趣和目标，谨慎报
考。

本报记者 陈新 实习生 孙聪慧

泰城一高校公告栏上张贴着大幅考研辅导班广告。 本报记者 陈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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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泰安市教育局了解
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寒假为4

周，时间为2015年2月5日至3月
5日(农历2014年腊月十七日至
2015年正月十五日)，3月6日(农

历2015年正月十六日)开学；暑
假为8周，时间为2015年7月4日
至8月30日，8月31日报到，9月1

日开学。
策化 赵兴

小学初中2月5日放假
◎
相
关
链
接

提前学新课，让不少学生遭遇“借书难”。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S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