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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而贫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在就业竞争激烈的环

境下显得尤为突出，值得深入研究。上大学曾是无数寒门学子改变自身命运、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

径。大学扩招后，寒门学子确实有更多的机会跨入大学的门槛，但同时大学生规模的扩大使得就业市场

竞争更为激烈，与普通家庭或富裕家庭的学生相比，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更容易处于竞争劣势。家庭

的社会资本是影响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认为其影响甚至会超过教育等其他人力资本

因素［1］，家庭的低收入状况及其带来的社会关系弱、学习压力大、视野及信息不对称等方面不利于大

学生的就业［2］，贫困大学生在就业中也容易遭遇歧视，成为边缘群体［3］。同时大学学费的大幅上涨也

给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有些家庭甚至陷入教育致贫的危机，近年来媒体逐渐出

现一些“读书无用”“寒门不能出贵子”的悲观论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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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高校大学生就业发展研究”调查数据，探析家庭因素对建档

立卡贫困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收支状况与理想工作单位性质存在一定的关联，建档立

卡贫困大学生更倾向于体制内就业；毕业后更想回家乡所在省份工作；家庭收支状况与创业比例呈正相关；

内向等性格特征影响其就业能力。在此基础上建议应从提高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就业能力角度出发，采取

多阶段、早介入、走出去的全方位精准帮扶方式，促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更好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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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精准扶贫，加大帮扶力度，是解决我国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全面小康

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场攻坚战。贫困大学生作为高校学生中的特殊群体，也是国家精准扶贫中的重点帮扶

对象。提高贫困大学生的就业质量，不仅解决了贫困大学生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也有利于其原生家庭

贫困状况的改善，进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5］。因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帮助高校中的贫困

大学生更好地就业，摆脱原生家庭的贫困状态，是精准扶贫中教育扶贫的进一步要求，也是政府、学校

和社会各界帮扶贫困青年的重要内容。

研究大学生的家庭贫困状况与其就业之间的关系，对政府制定具体政策至关重要。本文使用共青团

中央委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于2018年9月至10月对冀、陕、晋、豫、湘、桂、蜀、贵、青、黑10个

省份的20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大学生就业发展研究”调查数据，该调查共计发

放2000份“高校毕业生”问卷，在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样本1393份，回收率为69.7%；“高校

在读学生”问卷共计发放4000份，在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样本3993份，回收率为99.8%。根据

数据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高校毕业生（以下简称“贫困大学毕业生”）及在校生（以下简称“贫困在

校生”）的信息，探析家庭状况对贫困大学生（包括“贫困大学毕业生”及“贫困在校生”两类群体）

就业的影响。

二、家庭因素对贫困大学生就业发展的影响

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在个体就业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生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就业机

会越多，就业质量越高［6］。大学生的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包括来自家庭、学校、政

府、社会的支持，这些资源与拥有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家庭作为大学生社会资本

中的重要变量，对大学生的就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作出就业选择时，贫困大学生可能会更多地考

虑家庭因素。

（一）家庭收支状况与理想工作单位性质的关系

1. 家庭收支情况与体制内就业偏好存在一定关联

数据显示，78.31%的贫困在校生毕业后最想去的工作单位为体制内的工作单位，这些体制内的单

位包括党政机关、群团组织（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事业单位（如学校/研究机构/医院等）、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军队，其中事业单位为贫困在校生最想去的体制内单位类型，占所有想去体制内

工作学生比例的40%左右。虽然体制外工资收入较高，但体制内工作稳定的特点使得贫困大学生更偏好

于体制内工作。数据显示，体制内就业的贫困大学毕业生人均月收入为3278.78元，体制外就业的贫困

大学毕业生月收入相对高一些，为3599.94元，但体制外工作单位相对于体制内工作单位而言职业稳定

性较差。相比于高收入但高风险的体制外工作或创业，缺少家庭支持的贫困大学生更需要一份稳定的收

入和稳定的职业。

虽然贫困在校生偏向于体制内就业，但实际就业过程中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比例并不高。数据显示，

毕业三年内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在体制内工作的比例不到一半（45.4%），且家庭收支情况越好，贫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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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毕业生越可能获得一份体制内工作。贫困在校生中家庭收支情况越差，则越期待一份体制内工作，形

成了家庭贫困程度不同的大学生就业期望与实际就业状况的矛盾现象（见图1）。

贫困在校生体制内就业偏好 贫困大学毕业生实际体制内就业比例

图1 2017年不同家庭收支情况的贫困在校生体制内就业偏好和毕业生实际体制内就业比例（%）

体制外工作的贫困大学毕业生仍有进入体制内工作的期望，多数毕业生一边工作一边准备体制内入

职考试。如西北部一位进入私企工作的贫困大学毕业生，由于其想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在私企工作不利

于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于是辞掉了私企工作，在县图书馆找了一份非编合同工的工作，一边上班一边

准备考试，“我刚毕业的时候就去过一个广告公司，私企，干到今年三月份，然后没再干，然后就想着

（教师资格证）考试，就来了，现在就来到这里（图书馆），这里可以看书，然后就一边看书一边工

作”。在暂未就业的贫困大学毕业生中，也有部分表示暂未就业的原因是拟报考地方公务员或事业单位

（25%），在家准备考试。

2. 西部地区贫困在校生更偏好体制内就业，且西部地区贫困大学毕业生体制内就业比例更高

西部地区的贫困在校生比非西部地区的贫困在校生更偏好体制内就业。虽然我国目前体制外工作相

比于体制内工作收入要高，但质量较好、工资较高的体制外企业多位于东部发达地区。数据显示，西部

地区的贫困在校生期望体制内工作的比例为81.69%，高于非西部地区（74.15%），显著性检验发现

这两者存在显著差异。位于西部地区的某校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表示：“他们（贫困生）更保守一点。

他们认为一定要考上公务员，一定要到学校里面当老师，最后非常不理想的时候，就是我们跟团委这边

也有一些合作，如基层的学校、政府，他们也愿意去，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岗位”。

西部地区的贫困大学毕业生比非西部地区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在体制内就业比例高。调查数据显示

西部地区毕业三年内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在体制内就业比例为58.32%，要显著高于非西部地区的比例

（32.30%）。这可能是由于非西部地区体制外的企业更多，能够提供收入更高、质量更好的体制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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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会，非西部地区大学生的就业选择面更广；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的贫困大学毕业生比非西部

地区贫困大学毕业生在就业选择上更为保守。

（二）贫困大学生对就业地区的偏好

1. 贫困大学生倾向于在本地省会城市就业

有88.08%的贫困在校生表示毕业后想回到家乡所在省份工作，只有11.92%倾向于在家乡所在省

份外的其他省份工作，且家庭贫困程度（家庭收支情况）与学生的就业地偏好无显著相关性。想在家乡

所在省份工作的贫困在校生也有具体就业地区上的期待差异，贫困在校生最期待的是在家乡所在省份的

省会城市工作，其次是在家庭所在市（州、区）工作，倾向于在县域工作的比例最低。这说明贫困在校

生在考虑工作地域范围时会同时考量收入、工作机会、工作发展前景等因素。在毕业三年内的贫困大学

毕业生群体中，有68.01%在本省工作，相比于贫困在校生对在本省工作的就业偏好而言，贫困大学毕

业生实际能留在本省工作的比例稍低。

2. 西部地区的贫困大学生比非西部地区的贫困大学生更偏向于在家乡所在省工作

西部地区的贫困大学生更偏向于在家乡工作，西部地区倾向于在家乡所在省份工作的贫困在校生比

例为91.07%，已经在家乡所在省份工作的贫困大学毕业生比例为81.13%，要显著高于非西部地区倾

向于在家乡所在省份工作的贫困在校生（84.39%）和贫困大学毕业生（54.74%）比例。

3. 在本省市上学和父母期待自己离家近是贫困大学生倾向于本地就业的主要原因

多数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在省内或西部地区高校就读，大学生就业地区与其上学地区有紧密的正

相关性。省内就读的贫困大学生越多，在省内就业的贫困大学生也随之越多。另外家庭的影响也是贫困

大学生选择本地就业的重要原因，家庭的贫困或家人患病需要他们投入更多精力照顾家庭，西南部某

校的招生就业处老师反映了该校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全校每年就业的人中有85%在省内，省外较

少。贫困生很多离不开家庭，只能回家就业。近半数回到地州市，方便照顾家里”。

家庭的传统思想也会限制贫困大学生的发展，贫困家庭的家长更希望孩子能够在身边工作，但贫困

家庭所处的地区可能就业机会和就业前景不如其他发达城市，如西北部某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老师就表

示：“我搞就业工作还是重申这句，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观念的转变，而这个观念我认为更多的是社会的

观念和家庭的观念。（学生家长）他们觉得你说的上海、北京再好，离我太远，我就这么一个孩子，我

就让他回来，因为他的舅舅、姥姥、爷爷、奶奶全在这儿。我家里头养羊，我就这些羊，就这些牛。

我死了羊就没人管。”中部某校的老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个困

难毕业生的调查，学生有几个比较好的，思想阻碍不在于他们，而在于他们的家人或者他们的亲戚朋

友。”该老师还举了一个学生的案例，那位学生的父亲因工致伤，家庭比较困难，“最开始我给他推荐

新疆、西藏（工作），他说不行，他父母不愿意，因为对他们家庭来说，他作为唯一的一个大学生，他

的出路、工作是全家人的希望，所以他们认为，你去了高风险的地方，眼看你马上就能回报家庭了，不

可能让他再去冒险。所以造成他自己比较为难，他本身也想去好一点的地方发挥，他认为家庭的困难、

压力太大，阻碍了他的发展。接下来10年的思想教育和冲击肯定会有所改变。但他的父母可能比较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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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统，考什么公务员、国有企业，但是这些国有企业、公务员又比较难考，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的

家庭背景和经济条件制约了他们。”

（三）家庭收支状况影响贫困大学生创业

1. 家庭收支状况与贫困大学生创业比例呈正相关

大学生自主创业对我国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解决就业问题、形成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规模效应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现阶段政府、社会及高校在不断地给大学生优化创业环境、创造创业条件，不少

高校学生投入到了创业的热潮中。但从调查数据看，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创业比例并不高。贫困在

校生群体中，仅有0.85%的贫困在校生表示自己正处于创业阶段。相比于创业，贫困在校生更倾向于通

过校外兼职的方式主动获取生活费用，78.66%的贫困在校生表示在上一学年的花费中包含勤工助学/实

习兼职的收入，表明至少有78.66%的学生获得过勤工助学/实习兼职收入。处于创业阶段的贫困大学毕

业生比例也不高，为2.94%。

贫困在校生创业比例 贫困大学毕业生创业比例

图2 2017年不同家庭收支情况的贫困在校生和毕业生创业比例（%）

家庭收支情况与贫困大学生创业比例存在直接的关联。如图2所示，贫困在校生群体中，2017年家

庭收支状况处于收不抵支状态的学生创业比例为0.8%，但家庭收入大于开支的学生创业比例则增加至

1.39%。毕业生群体的创业比例要相对高于在校生，但家庭收支情况越好创业比例越高这一情况同样存

在于贫困大学毕业生群体中，家庭经济状况收大于支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创业比例为5.88%，而家庭收不

抵支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创业比例只有2.25%。

2. 贫困大学生创业比例与其家庭支持及个人就业偏好有重要关联

创业需要大量的前期资金投入，73.33%的贫困在校生认为创业最重要的条件是资金，而贫困大学

毕业生对资金在创业中的重要性认识则更为深刻（84.78%）。在目前处于创业阶段的贫困大学毕业生

中，创业资金主要有银行贷款（29.27%）、自有资金（41.46%）和亲朋好友资助（53.66%）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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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其中亲朋好友资助占比最大。若家庭经济状况不好，财富、社会资源积累少，自然无法给大学生创

业提供大量支持，同时也不利于大学生毕业后为后期创业积累资金。

相比于其他职业，通过创业反贫困的方式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成本更高，风险也相对更大，无论

从前期的资金投入还是创业失败后的退路上考虑，低收入家庭背景都无法给贫困大学生提供有力支持，

因此贫困大学生的就业选择也以求稳为主。贫困大学毕业生群体中，表示大学毕业时有创业意愿的比例

并不低，只有21.18%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在毕业时未考虑过创业，66.19%的贫困大学毕业生表示当时

“偶尔想过创业，但没认真准备”，10.34%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则表示“认真考虑过，并做了准备”，

2.30%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则在毕业时已经处于创业状态。但对大学毕业时的创业意愿与当下的创业状态

进行交叉分析发现，即使毕业时“认真考虑过，并做了准备”的贫困大学毕业生，目前创业的比例只有

6.94%，毕业时已开始创业且目前仍处于创业状态的贫困大学毕业生也只有53.12%，可见创业失败的

风险较高。一位西部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就分享了其在校期间创业失败的案例：“送外卖。有一个团队，

然后根据外面的餐馆，跟他们签订一些协议，自己帮他们送餐什么的。（宣传是通过）自己群里面发一

些消息什么的。但是后面不行了。到了大四了，感觉都去玩了，可能它的利润也不太好。肯定也都不想

干了，多种原因。（最后这个群）解散了”。

（四）性格特征影响贫困大学生就业能力

1. 多数贫困大学生存在性格内向，不擅于与人打交道的问题

性格是人对现实的态度及行为方式中较为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性格的形成与个体所在家庭及社

会环境因素紧密相关。来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大都成长于农村地区，在接触新鲜事物上的经历

与城市家庭的孩子截然不同，较为闭塞的成长环境使得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多数性格较为内向。西南部

某校的一名在校生谈到了自己性格弱点，主要为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自己：“社交不是特别好，与陌

生人打交道，公开场合说话，（会比较）胆小，不太敢于表现自己。在外面的交际不太能适应自来熟，

慢热，如果我能放开，也能做到。”另外一名贫困在校生也谈到了这一问题，“人际交往方面，我不是

很擅长，不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

2. 内向的性格不利于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表达自己，从而影响就业质量

表达能力作为一种智能的言语外化，是文化知识和社会阅历的综合反映，是大学生面试求职过程中

十分必要的沟通技能。性格内向、社会交往能力不强的大学生相比性格外向、社会交往能力强的大学生

在充分表达自己方面较弱，性格内向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无论是择业过程还是职场上都属于十分不利的

影响因素。多名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谈到了贫困大学生性格内向对其职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如中

部某高校的一位老师谈到：“（贫困大学生）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经济条件制约了他们个人的爱好，甚至

语言表达、穿衣打扮都有影响，所以造成他们面试甚至笔试的时候是有障碍的。你想大学生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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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性格内向又不主动表达，可能找工作就有问题。（贫困大学生）虽然学习能力不错，但在求职的过程

中，尤其是面试过程中，心理的困扰和语言表达的能力有时候很难争取到更好的机会，跟其他的孩子相

比，在这方面的弱势就被凸显出来了。”

（五）贫困大学生就业质量状况

1. 贫困大学毕业生工资收入水平不高

贫困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相较于其他普通毕业生而言仍处于较低水平。调查数据显示，约八成的贫

困大学毕业生有工资收入，在有工资收入的贫困大学毕业生中，平均月收入为3456.6元。2017年中智

咨询调研中心通过调研2800余家企业样本数据统计得出，2017年全国应届毕业生中，专科、本科、硕士

及博士的平均月薪分别为3907元、4854元、6791元和9982元［7］，而本次调查的贫困大学毕业生群体

中，高职高专毕业生平均月工资为2907.67元，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平均月工资为3904.06元，远低于普通

毕业生的平均水平。

2. 家庭位于西部地区、家庭收支状况不佳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工资收入水平较低

来自西部地区的贫困大学毕业生比非西部地区贫困大学毕业生的月均收入低。数据显示西部地区贫

困家庭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为2958.06元，而非西部地区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要显著高于西部

地区，为3951.69元。家乡位于西部地区和非西部地区贫困生的工资差异可能源于来自西部地区的毕业

生有较大比例留在家乡所在地工作，而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的工资收入普遍低于非西部地区。

家庭收不抵支的贫困大学毕业生比家庭收支平衡及有结余的贫困大学毕业生收入低。数据显示，

2017年家庭收不抵支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3048.46元，家庭收支平衡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平

均月收入为4635.37元，家庭收大于支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3983.12元，家庭收不抵支的贫

困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要显著低于家庭收入相对较好的贫困大学毕业生。

3. 家庭收支状况不佳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工资水平满意度更低

贫困大学毕业生对其工资水平满意程度较低，其中家庭收支状况越差，贫困大学毕业生工资水平满

意度越低。数据显示，有28.87%处于就业状态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对其收入表示满意，22.07%表示不

满意其工资水平，49.06%对其工资收入评价为“一般”。通过2017年家庭收支状况与毕业生的工资水

平满意度交叉分析发现（见表1），来自不同贫困程度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对其工资收入满意度存在显著

差异，家庭收不抵支的毕业生对工资表示满意的比例最低，为25.12%，而其对工资表示不满意的比例

最高，为25.38%，但家庭收大于支的贫困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满意度则较高，为47.87%。

表1 2017年不同家庭收支状况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工资水平满意度（%）

家庭收支情况/工资水平满意度 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收不抵支 25.12 25.38 49.50

收支平衡 34.06 14.41 51.53

收大于支 47.87 12.77 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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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收入是贫困大学毕业生反贫困最主要的途径，家庭越贫困，大学生对个人工资收入的需求越

高。从上述分析可见，一般家庭收入与贫困生个体就业质量和获得的收入呈正相关，即家庭收入状况越

好，个体就业质量以及获得的收入也会相对更好。贫困大学生对工资的高期待与现实中的低收入形成

矛盾，尤其是对于家庭收支状况不佳的贫困大学生，这一矛盾更加突出，同时也表现出较低的工作满

意度。

三、总结与讨论

（一）贫困大学生就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主要发现了贫困大学生就业过程中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1. 贫困大学生就业偏于保守，就业能力存在短板

贫困大学生就业观念偏保守，偏好体制内和本地就业。贫困大学生就业观念的保守主要源于其家庭

的影响，一是贫困大学生父母观念较为传统，希望孩子进入体制内就业和在本地就业；二是一般贫困大

学生需要给予原生家庭的支持较多，特别是许多贫困家庭家人患病情况多，不仅需要贫困大学生的经济

支持，也需要照料支持。这些因素使其在择业过程中趋于保守。

贫困大学生由于其家庭和成长环境的限制，在同等条件下就业能力发展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其中性

格内向是其最主要的短板。表达能力无论在求职过程中或工作中对于个体而言都是十分必要的技能，好

的表达能力能帮助大学生充分展示自己，从而获取较好的工作机会，也能帮助大学生在工作过程中表现

自己，获得升职加薪的发展机会。但由于成长环境的闭塞，一般贫困大学生表达能力较弱，性格也较为

内向，在与普通大学生竞争工作机会时处于较为不利的状况。

2. 贫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状况不理想

由于贫困大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较其他群体而言更难以获得有效的家庭支持，社会各界相应的就业

能力提升支持政策作用发挥还有待提高，贫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状况并不理想。就业质量不佳主要

体现在来自贫困家庭的毕业生收入低、就业满意度不高，本次调查的贫困大学毕业生群体中，高职高专

与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平均月工资均远低于同等类别的普通毕业生的平均水平。

贫困大学生的收入是改变原生家庭贫困状况的重要来源，调查过程中发现多数贫困大学毕业生工作

后的个人收入需要反哺原生家庭，低收入既不利于大学生个人生活的改善，也不利于其家庭贫困程度的

改善。

3. 目前教育扶贫以经济帮扶为主，专门针对贫困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提升支持政策较少

目前各高校针对贫困大学生的扶助主要为经济帮扶。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后，学校、政府、社会的贫

困大学生资助项目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学生覆盖面非常广，基本来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大学生或多

或少都能获得资助。由于教育费用是这些贫困家庭的重要开支，社会各界的经济帮扶对贫困大学生顺利

完成学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可观测到针对贫困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支持政策较少。大学生受教育后最终都会走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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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一份稳定、高质量的工作对改善贫困大学生家庭的贫困状态极其重要，而一份理想的工作与学生

个人能力直接挂钩。调查发现，目前各高校、政府的就业政策在服务对象上仍以普通大学生为主，未充

分考虑各类人群的区别化需求；在服务类别上则以经济帮扶为主，如给创业人员提供小额信贷，给就业

困难学生提供经济补助，就业能力提升这一根本问题未得到针对性解决；在服务阶段划分上，就业政策

主要针对的是高年级学生，即对求职阶段的学生进行就业能力提升；在服务形式上容易流于表面，高校

对学生的就业指导一般通过职业规划课程进行，这类课程通常为课堂授课方式，授课时间为大一、大二

阶段，课堂授课式的指导对于学生而言理论性高于实践性，指导意义不大，多位学生也反映这些课程对

他们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较小。

（二）对策与建议

针对贫困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以下对策和建议：

1. 精准帮扶，制定具体分类帮扶措施

贫困大学生在高校的就业群体中具有特殊性，就业能力存在短板、就业质量不佳的现状需要借助外

界力量开展精准帮扶，有针对性地对贫困大学生群体制定相应帮扶措施。学校作为贫困大学生求职教育

获得、求职信息获取的主要平台，应联动社会各界力量，如人社部门、共青团等，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有

针对性的学业指导、求职指导、就业信息提供等求职培育全方位覆盖的精准帮扶。

对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帮扶不应只限于经济帮扶，还需从就业能力提升的角度制定具体分类帮扶措

施。针对家庭经济较为困难的贫困大学生，在其就业过程中的经济帮扶仍有必要；针对因求职技能缺乏

导致就业困难的贫困大学生，组织其参与各类求职技能培训活动，如面试培训、求职模拟等，并提供专

业的一对一辅导或团队辅导咨询，提高其求职技能；针对就业观念保守、求职压力较大的贫困大学生，

应及时了解其心理动态，进行专门的心理辅导。总之，需要对贫困大学生予以特殊关注，及时掌握其动

态，有针对性地实施帮扶政策。

2. 分阶段精细指导，及早介入，全方位帮扶贫困大学生就业发展

贫困大学生的求职教育不应只限于高年级学生，应及早介入，分阶段全方位帮助其顺利就业。大学

生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不同在学阶段学生群体也呈现不同特征，需要各高

校联合社会各界分阶段分学生特点提升贫困学生的就业能力。一是要重视和积极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

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不应流于表面，仅仅限于在课堂上进行理论化的知识授予，更应提供全程化职业

生涯发展指导服务，把课堂讲授与课下辅导、实际操练相结合，针对不同在学阶段进行差异化的职业生

涯发展教育，让贫困大学生认识到职业规划的重要性，从而自主提升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二是要有

针对性地加强贫困大学生求职技巧培训，贫困大学生最缺乏的就业技能为沟通表达能力，需要引导贫困

大学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通过实习、面试技巧培训等锻炼其沟通能力，提升其求职技能；三是要密

切关注贫困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引导其端正求职观念，使之与社会需求相契合。

3. 建立贫困大学生“走出去”计划，开阔眼界，提高表达能力

贫困大学生保守的就业观念和内向性格与其成长环境联系密切，创造条件让大学生接触到外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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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其就业观念和表达沟通能力能得以改善。与外界的接触和交流对贫困大学生拓宽眼界、改变观念极

其重要，在访谈过程中多位老师谈到了去发达城市交流学习对贫困大学生的重要影响，西北部某高校的

一位老师表示：“让学生自己真正体验了，感受了，他的视野拓宽了以后，他的观念就转变了。他自己

观念转变，要比我们去做他的工作要容易太多了，他去做一件事，就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我们去做他

的工作的时候，他有一万种拒绝的理由。让他自主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让他做，他还觉得你拦

了他的路。学生要自发地发生改变。”西北部某高校的另一位老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念：“我们的学生

原来在这个小的环境里面，感觉再怎么催他，他跑的速度是有限的，他就跑不快，因为他看到的不远，

他是低着头跑步的。出去以后回来不一样，我就发现那些学生出去看了以后他头都抬起来了，头抬得更

高，看得更远，他跑得更快了。他头低着的时候，他认为他只能做到这个水平。言传不如身教。”

因此可采用多种形式让贫困大学生（特别是西部地区的贫困大学生）去发达地区交流学习，拓宽其

眼界，提升其沟通表达能力。高校可与政府、社会联动，高校与高校间，高校与企业间合作，采取暑期

夏令营项目、联合培养项目、短期交流学习项目等多样化活动形式，让贫困学生到发达地区高校、企业

充分体验和感受学习和生活，从而拓宽知识范围和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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