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大学生就业难”是当今社会的一大热点，也是一大难点。因此，也成为了女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妇联工作的一大亮点、女大学生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当就业环境的改善、法律法规的完善远远滞后时，破解难题有多种途径，而从“我”突破是妇联组织和女大学生的现实选择。

本专题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角，展示妇联组织的工作创新成效，提出优化妇联组织能力建设的崭新思路；建言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关注女大学生

就业困境，倾听女大学生创业心声。旨在为妇联组织寻找工作突破点，为女大学生找到职业发展与人生规划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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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平冯光娣

近年来，随着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不断凸显
出来，促进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政策
研究的热点。作为社会政策的实施主体，政府
对促进大学生就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
妇联组织作为党和政府的妇女工作部门，可以
在促进女大学生就业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具
体而言，妇联组织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在促进
女大学生就业中的地位是承上启下的，一方面
接受政府授权，行使一定的政府部门职能；另
一方面可引导和扶助民间组织、社会各界、各
类企业积极参与女大学生就业工作。

妇联组织在促进女大学生就业中的
作用和挑战

妇联组织在促进女大学生就业中的作用
包括五个方面，即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协调
工作、维权工作、监督工作。就维权工作而
言，不可否认，妇联组织缺乏在女性就业维权
上的执行权，因此，必须依靠各级政府部门加
强监管；但另一方面，妇联组织也要力争取得
政府授权，用合法、合理的管理手段约束用人
单位的行为。而在女大学生就业监督工作
中，就对象而言，妇联组织既要监督各类用人
单位的侵权和违规行为；也要监督有关部门
在执行就业政策中的不当行为；就内容而言，
既要监督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情况，
呼吁在政策制定中引入性别视角；也要监督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等。

近年来妇联组织根据妇女的特点和时
代的需要，不断开拓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
法，在促进女大学生就业中起到了特殊作
用。然而，一些 因素也妨碍了其职能的充
分发挥。

——妇联组织机构建设方面的因素。在
组织体系上，具体到女大学生就业方面，在高

校里一般都没有设立专门的基层妇联组织，一
些高校的学生组织甚至没有女生部。正是因
为高校中缺少针对女大学生的工作组织，女大
学生就业工作难以进行统一的策划、推动和协
调，导致女大学生难以得到有针对性的就业辅
导。

——妇联组织工作人员社工专业训练方
面的因素。妇女工作者尚未进行全面的社会
工作专业训练，限制了其应对女大学生就业
中各种问题的能力；具有高等学历的专业社
会工作者有限，致使不能有效地整合社会资
源；妇女社会工作缺乏有效的理论研究，影响
了女大学生就业研究的进程和质量。

——妇联组织经济实力方面的因素。妇
联组织的成员无须缴纳组织经费，致使资金
相对匮乏，运转经费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
款。这给妇联组织开展工作和自身发展带来
了一定的困难。

优化妇联组织能力建设的六点建议

妇联组织能力建设的核心是配合政府职
能转变，实现妇联组织自身职能的转型。为
了更好地发挥妇联职能，进一步提高为女大
学生和各界妇女服务的水平，今后妇联组织
应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加强妇联组织机构网络建设。妇联
组织的机构建设包括自身机构建设与促进各
类社会妇女组织发展两个方面，在促进女大
学生就业环节，当务之急是加速高校妇联基

层组织建设。针对高校缺少专任女大学生工
作组织的现状，应加速在高校建立妇联基层
组织，承担起促进女大学生就业的主体责
任。另外，社会组织在女大学生就业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在促进女大学生
就业工作中，妇联组织不应事事亲历亲为，而
应致力于促进各类就业服务组织的发展，为
女大学生就业提供专业化、多样化、多层次的
服务，满足女大学生就业中的各种需要。

——加强妇联组织工作者队伍及其能力
建设。妇联组织队伍建设的关键是建立一支
由妇联干部、妇女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热心妇
女事业人士共同组成的规模宏大的服务队
伍。同时，要推进高校妇联组织建设和女大
学生社会组织的建立。第一步，妇联在高校
设立联络员，加强妇联、高校、企业和社会组
织之间的横向联系，保障高校各项女大学生
就业工作与妇联促进女大学生就业工作相衔
接。第二步，在纵向上，适时建立高校院、系
一级妇联组织，成为妇联的一级基层组织，彻
底改善妇联在高校领域的工作长期欠缺的状
况。第三步，以加强就业服务为契机，探索高
校妇联组织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培养真正的
第三部门，推动多元化、立体化妇女组织体系
的形成。

——加强妇女社会工作者的培养。作为
妇女工作的中坚力量，妇联组织必须率先做
好新时期妇女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重点做
好以下工作：迅速在妇女工作人员中普及社
会工作的基础知识；在妇女工作人员中大力
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和训练；大力开展理
论总结和研究工作，促进妇女社会工作向专
业化和学科化的发展。

——加快妇联组织工作方式的转变。新
时期妇联工作内容繁多，妇联服务妇女的职
能必须兼顾“党和国家的需要”与“妇女群众的
需要”两个方面。为此，妇联组织应注重培养

创新能力。一是组织创新，二是机制创新，三
是制度创新。与传统的行政性、机关化工作为
主相比，女大学生就业工作需要更加贴近服务
对象，运用群众化、社会化的工作方式。首先，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了解女大学生的需
要和女大学生面临的各项困难，分析妇联组织
在促进女大学生就业方面的优势和缺陷；接下
来，向各有关方面反映女大学生的诉求，揭示
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进而，结合各项现有政
策和女大学生就业的实际，推动新政策的出
台，策划更有针对性的促进就业项目和活动；
最后，以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加强妇联各项工
作的动态评估和静态评估。

——建立面向全社会的妇女创业服务机
构。为了更好地发挥高校在促进女大学生就
业方面的主导作用，应该在学校设立专门的

“女生工作部”或在学生工作部门设立“女生
工作办公室”。为了更好地发挥妇联服务于
全体妇女群众的作用，还应设立面向社会的

“妇女服务中心”等机构。
——妇联组织提升经济实力的能力建

设。妇联组织拓展资金渠道的具体方式有：
一是通过开展公益性服务获得收益；二是接
受社会捐助；三是财政拨款。今后，妇联组织
筹集资金的重点应该放在前两个方面。首
先，要依靠妇联组织的声誉，充分发挥桥梁作
用，大力开展“零投入”的沟通和协调工作。
同时，要以项目找资金。积极策划和发掘促
进大学生就业的项目，引导各种利益群体对
促进女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投入。例如，与社
会保障部门合作，达成社会保障部门的专项
资金和妇联的女性工作基地的合作。此外，
还要树立妇联促进就业的品牌，开发“妇联”
品牌的经济价值。

(关信平为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
院院长、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冯光娣
为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博士生)

从“我”突破：促进女大学生就业的现实选择

■巩林 本报记者 吴军华

高校女毕业生为何成为职场“拒无霸”？
如何把握求职关键词？职场“她时代”何时到
来？

近日，一场题为“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性别的角度”的就业指导讲座在厦门大
学举办。主讲人——全国高等学校信息咨询
与就业指导中心资深讲师、厦门大学学生工
作处副处长刘艳杰，用经典理论深入浅出地
引导女大学生规划职业生涯。

了解“生涯彩虹图”

女性在每个人生阶段可能遇到不同的问
题，如在高等教育阶段（探索阶段）是专业的性
别化倾向，在就业过程中（建立阶段）可能遇到
性别不均等的问题，在发展阶段和维持阶段可
能遇到双重角色冲突以及多次就业等问题。

刘艳杰以著名职业生涯规划大师萨柏
（Donald E.Super）的“生涯彩虹图”阐述了女
性在发展阶段与角色彼此间的相互影响，诠释
了女性在不同年龄阶段扮演的不同角色、面临
的不同任务，以此引出女大学生应如何应对现

阶段的问题，正确规划职业生涯的讨论。
为了让女大学生明了人生各阶段的任

务，刘艳杰解释说，在人生发展历程中，我们会
扮演许多角色，这些角色犹如彩虹的色带交织
出每个人独特的生涯类型。在生涯彩虹图纵
向呈现的子女、学生、休闲者、公民、工作者、持
家者六个不同角色中，在校大学生现在扮演的
显著角色是学生；在代表生活广度的横向层
面，依估算年龄可大致将人生划分为成长期、
探索期、建立期、维持期和衰退期五个主要发
展阶段，现处于探索期的大学生应通过试探
——过渡——尝试三步骤，从考虑自身需要、
兴趣、能力及机会作暂时决定并加以尝试到进
入就业市场或专业训练，将一般性的选择转为
特定的选择，最后使职业偏好逐渐具体化、特
定化并实现职业偏好。

对于正行走在人生探索阶段的女大学
生，刘艳杰认为择业首先要明确自己的需求，
清楚“我们需要从工作中得到什么？”并认真
分析自己的考量因素；其次，要了解用人单位
的要求，良好的态度、基本礼仪、沟通能力、团
队协作能力等都是用人单位看重的素质，唯
有如此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增强“社会性别意识”

如何解读Sex（性别）与Gender（性别）之
间的区别是社会学界当前热议的话题，一个
人的“性别”是同时受生物和社会因素影响
的。刘艳杰赞同将 Sex 划归生物范畴，将
Gender纳入文化范畴。在社会分层中，个人
能力对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最大，其次
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因素，性别（Sex）是第三组
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性别（Sex）并不是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分层机制。

刘艳杰提醒女大学生，女性职业发展阶
段受生命周期影响的程度要比男性大得多，
而且女性对工作的选择仍然与家庭生活有密
切关系，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影响着大
多数女性的生活，所以才引发了许多女性在
职业生涯发展中的角色冲突与困惑。

在校女大学生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主要表
现为专业的性别化倾向，女生在专业选择上
倾向于供过于求的长线专业。以厦门大学为
例，在全校男女比例基本持平的前提下，物
理、机电等工科专业男生居多，而人文类专业
女生居多。

通过对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
报告以及2011年厦门大学就业白皮书的全面
解读，刘艳杰表示，目前女大学生的就业率并
不比男生低，但满意度和薪酬比男生低，同时
升学率较高（这可能是延迟就业的心态）；从就
业过程上来看，女大学生的就业意向和流向还
是偏向机关事业单位，求职过程中的花费、投
递简历的份数较男生多，但面试的机会、获得
录用通知的份数比男生少。因此，女生求职比
男生求职更困难，付出的努力要更多。

基于以上这些因素，刘艳杰建议女性求
职者有必要接受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作为
素质较高的女性群体，女大学生更应增强自
身社会性别意识，将其纳入自己的职业生涯
规划之中。

把握求职关键词“匹配”

明尼苏达的工作适应理论——起源于美
国明尼苏达大学，由罗圭斯特和戴维斯提出的
强调人境符合的心理学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只
有当工作环境能满足个人的需求（内在满意）、
个人也能满足工作的技能要求（外在满意）时，
个人在该工作领域才能够得到持久发展。

刘艳杰指出，在求职中，最重要的关键词
就是“MATCH”（匹配）。根据明尼苏达的工
作适应理论，每个人都会努力寻求个人与环
境之间的符合性。每个求职者的工作需求、
兴趣、能力等存在差异，不同职业对求职者的
要求也不同。寻求个人与职业的匹配要求我
们发觉自己的兴趣点和潜力所在，分析与目
标职业之间的符合性，找准自己的职业坐
标。作为可塑性较强的大学生群体，可以通
过锻炼自己的耐受性、坚毅性、主动性等提高
自己与目标职业的匹配度，以突破自己的桎
梏或障碍，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

刘艳杰强调，除了在校期间素质的培养
和能力的锻炼，求职前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
也是必不可少的，切忌以盲目的试错的方式
积累求职经验。具体而言，面试之前，要做足
资料准备、心理准备、问题准备、礼仪准备、模
拟演练；面试中要注意肢体语言、听说平衡、
注重细节、诚实具体、随机应变。在求职的每
个阶段，都要“把用人单位放在心上”，牢记

“我能为用人单位做点什么”，这不仅会在求
职过程中发挥神奇作用，对于余下的职业生
涯也会受益无穷。

■ 禹燕

谈 起 女 大 学 生 就 业
难，无疑，就业歧视会广受
诟病，法律法规的制定、执
行、监督不到位也不能回
避。期待就业歧视消弭，
呼唤法制环境改善，是女
大学生和社会的共同愿
景。然而，路漫漫其修远
兮，就业观念的改变，法律
监督的到位总是带着滞后
性 ，“ 独 自 等 待 ”并 不 乐
观。当外界尚未改变时，
让我们先改变自己，自我
突破，从“我”做起。

从“我”做起，妇联组
织要进一步优化能力建
设。各级妇联组织是女大
学 生 的 温 暖 之 家 ，也 是

“我”的组织化象征。近年
来，在全国妇联的倡导下，
女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蓬
勃发展，女大学生创业导
师渐成规模，女大学生创
业扶持行动初显成效，为
推进女大学生就业发挥了
特殊作用。然而，妇联的
职能还有优化的空间，妇
联的能力建设还有上升的
必要。一方面，妇联要进
一步争取政府授权，在女
大学生维权、监督上发挥更大作用；另
一方面，妇联可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
网络建设，把妇联组织不仅建立到每
一个村，也建立在高校院、系和高校学
生中。妇联组织在高校院系和学生中
的创建和完善，不仅将助推女大学生
就业，也能使妇联组织在知识女性中
获得更多认同感，从而，扩大妇联组织
的社会公众基础，提升妇联组织的知
识层次，并为妇联组织发挥更广泛的
社会职能积蓄人力资源。

从“我”做起，女大学生要改变观
念、储备知识。有人说，找工作就和谈
恋爱一样，要清楚三点：第一，我需要
什么；第二，对方能给我什么；第三，我
能为对方做什么。三点均能有效匹配
才是成功的要诀。如果一味只强调自
己的职业理想，而不了解职场环境、企
业需求，美丽梦想终会化为泡影。因
此，女大学生可以通过参加就业培训，
了解“生涯彩虹图”“明尼苏达工作适
应理论”，准确定位自己、成功规划未
来，做好走向职场的知识准备。同时，
应增强自身的社会性别意识，并将其
纳入职业生涯规划之中。

从“我”做起，妇联组织和女大学
生要携手共进。全国妇联倡导建立的
女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启动的女大
学生创业导师行动、女大学生创业扶
持行动为女大学生打造了起飞的羽
翼，而如何在创业就业的蓝天上展翅
飞翔，描绘出美丽的“生涯彩虹图”，还
要靠女大学生自己。正如藏族“80后”
女大学生村官德吉所说：机会不只需
要等待，更需要自己积极去创造！

把握当下，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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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多名大学
生志愿者在陕西省图书
馆和陕西省体育场举行

“花木兰穿越”活动，呼吁
社会关爱女性，消除招聘
中的性别歧视。其中一
名志愿者小楼身穿一身
红色古装战袍，手举标语
牌。“木兰穿越现代，本欲
卸甲归田，无奈工作难
寻”，标语牌上的内容引
得路人纷纷注视。

“花木兰穿越”活动
只是大学生志愿者们“反
对就业性别歧视”活动中
的一部分。近期，同一主
题的行为艺术还出现在
武汉、杭州、南京的街头。

董国梁/摄
图片来源：CFP视觉中国

学人关注 专家以经典理论引导女大学生择业，强调——

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职业生涯规划

促进女大学生就业 妇联组织应优化能力建设
妇联组织在促进女大学生就

业中起到了特殊作用，而妇联组织
自身存在的不足也妨碍了其职能
的充分发挥。本文通过客观分析，
提出了加强妇联组织能力建设的
六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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