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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吉：
追逐梦想的“80后”大学生村官

我1984年8月13日在拉萨出生。我
的祖上是贵族，到爷爷那一代就没落了。
爸爸在拉萨市家具市场开店，比较能干，
生意做得还好，是个有原则的人，又特别
能吃苦，我挺佩服他的。他以前做过木
工，但主要还是画画，画唐卡、壁画。在我
们藏族，画画人的地位挺高的，他经常骑
自行车去画画，积累一点本金后，就开始
做家具生意。因为有了父母的努力，我们
现在也算是小康家庭。

高考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邮电大
学，我本来想学医科，毕竟那是一门技术，
也是一个本领，但家里觉得医生这个职业
虽然很好，但是太累，爸爸的一个朋友是
邮政局的领导，跟爸爸说邮政专业挺好
的，正好北邮在西藏招工程管理和物流，
我就报了。作为一个藏族女孩，到内地上
大学，我自己努力让别人通过我更多地了
解藏族，同学们对我的评价都还可以，觉
得我漂亮、随和、阳光、勤奋、努力。

我从未想过留在内地，宿舍里的其他
同学都是汉族，不太理解我的决定，问我
为什么要回去，很多人从家乡出来就不准
备回去了，我倒觉得这种想法挺怪的，对
我而言，回拉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虽然留京的信念很不坚定，但我还是
投了简历，就想试一下。西藏移动公司到
学校招聘，我被录用了。有了这张录取通
知书，我心里就有底了，通讯公司是很好
的单位，但家人还是希望我做公务员，稳
定又不是那么累。

2008年5月，参加了公务员考试，结
果还没出来，也就是那年的六七月份，我
就到拉萨移动报到了。我只在移动待了
两个月，这个单位的待遇比公务员要好，
又是个很有朝气、很现代的团队，选择是
否离开的时候，我特别矛盾。我觉得，有
得必有失，公务员虽然有点沉闷，从长远
看还是一个很平静、很稳定的工作，如果
自己努力进取的话，可能会在社会上有一
定的地位，也比较适合我主动、热情的性
情。决心已定，我就打了辞职报告。

2008年8月6日，正好是雪顿节前夕，
我觉得应该给乃琼镇打个电话，就和镇书
记联系上了。那时，这边正在办展销会，
镇里的员工都在帮农牧民卖手工艺品、矿
石等等，书记就叫我到那里去报到，帮他
们推销，还真卖出去几床藏族冬天盖的被
子，我爸爸是做生意的，可能从小我就受
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镇里的书记也觉得
我这个村官挺积极的，我对自己的表现也
挺满意。

我的编制在镇上，具体职务是色玛村
村书记尼玛的助理，除了财务、出纳等比
较专业的职务外，其他岗位的分工不很清
楚，什么事都是主任书记一起干。当村官
一个月能拿到3600元工资，不够养活父
母，需要的时候，他们还会帮助我。

刚到色玛村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再
加上缺乏社会经验，眼前一片迷茫，不知
从哪里着手，有一种没什么事做的感觉，
跟书记提意见也没有底气，还有点害怕。

2008年11月，书记把我派到振东物
流公司，这是一家村办企业，村书记任董
事长，村主任当总经理，我是业务经理，可
能考虑到我在北邮学的是物流专业，也算
专业对口吧。由此，我从一个“驻守”在村
委会被动等待的干部到走出了“门”，开始
了从普通的工作人员向管理者的演变。

我是个村官，在这儿什么亲戚都没
有，不会有任何私心杂念，也很愿意做点
实事，不想给村民留下对大学生村官不好
的印象。

我特别想干好，知道人都有趋利性，
如果不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对方就不会
听你的。公司的内部员工都是本地村民，
为了解决吃“大锅饭”的现象，我推出绩效
考核标准，统一工作流程，定期组织学习
培训，教他们公文写作、计算机应用等文
化知识。公司规章制度起草完成之后，送
给书记看，他觉得挺好的，就推行了，但还
是遇到很大阻力，我觉得自己的付出和所

获得的成效不成正比。在外部，我深深感
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与压力。

色玛村共有270多户，820多名村民，
我现在走了二十几家，了解家里有几口
人，几个劳动力，有没有储蓄，有多少土
地，孩子上学的情况，有没有辍学的等
等。我想在这一年内转遍整个村子，走进
每一户村民家庭。

走村入户期间，我听到了许多民声，
知道了村民的渴望。我知道处于弱势的
村民，只有自强才可能走出困境。统计出
村里找不到工作劳动力的具体情况，我就
借助媒体上的信息，为他们找工作，带着
他们坐公交车到城里去面试，动用自己的
社会关系为他们推荐，前前后后为十几个
人找到了工作，成功率达到95%。

这里的待业人员大部分都是初中毕
业，我尽量争取给他们找到能用上笔的工
作。如果是在夏季，找个服务员的工作很
容易，但我考虑到当服务员进步的机会
少，还是想给他们找上一份环境好一点、
更体面的职业。

我通过了解得知，开发区对面的饲料
厂要设分公司，这家企业在西藏饲料加工
方面很有竞争力，前景也可以，工人年底
还可以分红，我就使劲地跟他们说，最后
从我们这里招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2010年六七月份的时候，西藏人民广
播电台王记者来采访，去了我资助的大学
生家里，邻居也在那里。那个阿姨我没见
过，但她知道是我在资助这个大学生，就
对我说，村民经常在茶馆里谈我，虽然他
们都比我大，还是管我叫“普木德吉拉”，
普木是“小女孩”的意思，“拉”是藏语里的
尊称，说我到这里是村民的福气。他们好
像知道我的服务期是3年，说你要是调走
的话会舍不得，希望我能留下来，我说其
实自己做的事也不多，作用也不是很大，
他们还说你这个年纪，能做到这些，已经
很不错了，我听了挺受鼓励的。

2010年8月初，是学生们等待录取通
知的时候，得知村中仍有十几户村民供不
起孩子上学，有的准备让孩子辍学，我就
跟他们的父母说，一定要让孩子继续读
书。我给贫困学生做了详细的简历，向社
会爱心人士请求资助，解决了7名学生的
生活费问题。

我是自愿申请入党的，因为有很多非
常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我的榜样。我觉得，
党员的信条是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宗
教的根本是善，善也就是无私奉献，两者
不矛盾，入党会有一些条件的约束，可能
更好一点。

堆龙德庆县挺重视村官的，但我还没
完全达到自己的期望。我希望色玛村能
变成华西村，村民生病了，集体有资金帮
助他们就医；孩子们上学，可以用集体的
资金支付学费。村里能有一个很好的文
化氛围，总之就是一个特别和谐的村子，
彻底的新农村。

2011年8月,我的村官生涯3年期满
了，还是要听组织的安排，村里明年会有
一个选举，现在已经在准备后备干部了，
其中也有我，好像是副书记。尽管2011年
可以回城，但我不是特别贪图舒适的生
活，还是愿意有一个可以干点事情的岗
位，如果这边有安排，能给我一个发挥更
大作用的空间，我还会留在这里。

在基层工作的这段时间，我的思想有
了很大转变。以前总想要做大事，总认为
只有做了大事才算是做了事、才是成绩、才
是贡献。现在，这样的想法变了，在农村，我
认识到小事上的恰当解决往往是带给村民
更多的帮助，是村民感激村委会的地方。
在基层一些看似琐碎平凡的问题却直接关
系到村民生活和村里的和谐稳定。

我最高兴的事是为村民办事，得到他
们的认可，我就觉得自己没白做。家里也
挺支持我的，他们也挺高兴，觉得我在农
村会更有前途，鼓励我坚持下去，发挥更
大的作用。我相信，机遇不只需要等待，
更需要自己积极去创造。

■ 本报记者 蔡双喜

记者日前从湖南长沙市妇
联获悉，长沙市妇联、市教育局
将在长沙开展“女大学生创业就
业实践基地”进校园招聘活动，
今年将组织相关企业和部门到
校园开展4场次校园招聘活动，
促进女大学生创业就业。

此次活动从今年5月起到明
年5月止。活动内容包括，组织
参与活动的大专院校开展女毕业
生就业摸底调查，由院校完善建
立女毕业生就业基础档案；在“长
沙妇女网”上定期发布“女大学生
创业就业实践基地”等招聘企业
的用工岗位信息，为女大学生搭
建就业信息对接平台，并将更新
的招聘信息及时反馈给相关大专
院校；在年底前组织有关部门深
入校园开展 4 场次校园招聘活
动，推动校企对接和校企牵手，为
女大学生创业就业提供指导。

其实，“女大学生创业就业
实践基地”在其他城市并不鲜
见。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各地
已建立女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
6700个，拥有1.2万多名创业导
师，提供见习岗位16万个，帮助
13万名女大学生实现创业。

四部门联合
不断推出促就业“行动”

“平均投出9份简历，才可能
得到一次面试或笔试机会；平均
投出44份简历，才有可能得到一
个意向协议；九成以上的女大学
生感受到用人单位的性别偏
见。女大学生创业就业有‘三
难’和‘三盼’：平等就业难，获取
有效就业信息难，就业观念转变
难；盼法律保障、盼政策扶持、盼
社会支持。”

一次社会调查的结果让全
国妇联坚定了扶持女大学生就
业创业的决心。2009年3月，全
国妇联妇女发展部、教育部高校
学生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就业促进司、中国女企业家协会
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全国女大学
生创业导师行动的通知》，共同
发起全国女大学生创业导师行
动（简称“创业导师行动”），拟在
3 年内建立 5000 个女大学生创
业实践基地，帮助10万名女大学
生创业就业。

“创业导师行动”的具体内
容包括：一是组建女大学生创业
导师队伍。依托各级妇联、女企
业家协会和有关部门，选择一批
有实力、信誉好、有爱心的优秀
企业家，组建女大学生创业导师
队伍，对女大学生开展有针对性
的创业指导。全国妇联为每年
帮扶30名以上女大学生的企业
家颁发“全国女大学生创业导
师”资格证书。

二是建立女大学生创业实
践基地。依托企业建立一批“女
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全国妇
联授予热心妇女事业、每年为30
名以上女大学生提供创业指导
的企业全国“女大学生创业实践
基地”称号。

三是推进企业与高校牵手
结对。组织女大学生走进企业实
习，由企业家每年向其提供1~3
个月的创业指导、上岗实习和就
业实践，让她们在参与企业运作
中得到锻炼。

自活动开展以来，全国各地
各级妇联充分发挥妇联的组织优
势、工作优势和载体优势，把帮扶
女大学生创业就业作为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认真谋
划、着力推进，使女大学生创业导
师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受到广

大女大学生的欢迎。2011年5月
6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
全球妇女峰会上，全国妇联的女
大学生创业导师及小额信贷项目
获得最佳案例奖。

在此基础上，2011 年 9 月
29 日，由全国妇联、教育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女
企业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女大
学生创业扶持行动暨女大学生
创业季”在京启动。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
席陈至立出席启动仪式，并为5
所高校创业代表颁发女大学生
创业扶持资金。该活动以“创
业女生、励志圆梦”为主题，凝
聚政府、妇联、企业高校和媒体
的优势资源，通过妇女小额贷
款扶持、争取企业资金支持，帮
助女大学生解决创业资金困
难；通过推介创业项目和开展
创业培训，提升女大学生创业
能力；通过举办创业大赛，激励
女大学生创业热情，让创业成
为更多女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
理想追求，营造全社会关心女
大学生平等就业、推动女大学
生自主创业的良好氛围。

创业导师亲授
提升就业能力

促进女大学生创业就业，是
一项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需
要整合社会资源。在实践中，各
地各级妇联都把利用女企业家
的创业经验和各种资源扶持、帮
助大学生创业就业作为工作的
重点，将女大学生潜在的人才资
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企业的
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作为
工作的落脚点。

辽宁省妇联将女大学生创
业导师行动纳入辽宁省高校毕

业生千企万岗就业见习计划，
在多个企业建立了就业见习基
地，为应届女大学生提供财务
管理、市场营销、服装设计等见
习岗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联与有
关部门联合成立了“女大学生创
业基地推进工作办公室”，在全
区建立了多个女大学生创业就
业实践基地，并树立了数家企业
为“创业孵化基地”。

上海市妇联推出了“青年女
性职业飞翔计划”，组织资深创
业和职业指导专家、优秀女企业
家，以科学的理念和鲜活的实战
案例，开设系列讲座，为高校青
年女性献上丰盛的“职场指导套
餐”，激发女大学生的创业激情。

培育一份心志，扶上马送一
程。通过开展女大学生创业导
师行动，广大女大学生的择业观
念得到了转变，创业精神和就业
能力得到了提升，社会责任感亦
显著增强。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市一位女
大学生创业导师倾力扶持年轻人
的故事，就曾深深感动并激励了
来这里实习的每一位女大学生。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009 年，靠种玫瑰创业成功的
沈红英被评选为全国 SYB（创
办你的企业）创业导师，她的玫
瑰园也成为吴江市首个女大学
生创业实践基地。有言传，更
有身教。沈红英把公司变成课
堂，有关花卉的种种知识，从种
养、花艺到销售、管理，她都毫
不保留地传授给女大学生们。

“实习期满后，我要留在这
里，玫瑰园让我找到了发展方
向！——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吴
月”……而今，公司的“心语墙”
上早已写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女大学生的实习感悟。

截至2011年年底，在全国妇联的倡导下，全国已建立女大学生创业实践
基地6700个，拥有1.2万多名创业导师，提供见习岗位16万个，帮助13万名
女大学生实现创业。

女生总体签约率低于男生
就业质量较低

2011年陕西省妇联发布的
调查显示，“受访女性就业率低
于男性 12 个百分点”。而 2012
年腾讯-麦可思调查发现，女性
不论是高职高专、本科以及硕士
毕业生，签约率普遍低于男性。
另外，该调查还就女性签约单位
进行了统计，高职高专财政金融
类专业的女性签约率达38%，本
科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专业
的女性签约率高达50%，硕士公
共管理类专业的女性签约率为
38%（见图1）。

腾讯-麦可思调查发现，高
学历女性更多签约于“政府机
构/科研事业”单位，低学历女性
更多签约于“民营企业/个体”单
位。被调查的2012届高职高专
女性毕业生签约“政府机构/科
研事业”单位的比例为9%，与男
性基本持平；本科女性毕业生、
硕士毕业生这一比例均比男性
低。而签约“民营企业/个体”
单位的高职高专女性比例为
60%，比男性的 52%高 8 个百分
点，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这
一比例男女基本持平。据麦可
思调查公司推测，女性毕业生
签约“民营企业/个体”单位的比
例较高是可能因为民营企业较
多地集中在服务业。（见图2）

另外，据麦可思 2010 年的
调查显示，女性毕业生的专业

对 口 率 较 男 性 低 ，女 性 本 科
（61%）和高职高专（59%）毕业生
分别比男性低12个百分点和11
个百分点。这表明，女大学毕
业生通过接受较低薪资和与专
业相关度较低的工作来实现就
业，其就业质量较低。

性别歧视居高不下
四成被访者遭遇婚孕歧视

——女大学生遭遇性别限制
北京市妇儿工委的调查报

告显示，目前，女大学生在就业
过程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性别
歧视的情况比较普遍，61.5%的
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受过歧
视，比男生高9.9个百分点。其
中，16.7%的女大学生表示经常
受到歧视。很多女生表示，在
就业中常常听到用人单位的一
句话是：“你要是个男生就好
了”。但女大学生对此一般采
取回避、妥协态度。

在陕西省妇联发布的调查
中，七成受访者认为男性好找
工作。55.7%的受访者表示招聘
中遭遇过性别限制。其中，从
未遭遇性别限制的女性比男性
低21.1%，女性在招聘面试过程
中遭遇的各种性别限制几乎是
男性的两倍。同时，70.1%的受
访者表示男性好找工作。

有受访者表示，女大学生在
找工作时受到性别限制呈现为
显性与隐性。显性限制为明确
指定该职位招聘只面对男性开
放。比如不少公务员岗位在录
用之初就限定了录用性别为男
性，直接将女性排斥在外；隐性
限制常常表现为其他形式，比如
以工作经验不足等借口拒绝录
用女性，某女性受访者找工作时
被用人单位以“应届生工作经验
不足”为由被拒绝录用，而最后
被录取的却是男性应届毕业生。

——女大学生遭遇婚孕歧视
婚孕歧视主要指在招聘录

用过程中，用人单位会对应聘
者的婚孕状况作出限制。据陕
西省妇联调查报告显示，约为
44.07%的女性受访者遭遇过各
种各样的婚孕限制，如接受体
检、签订生育保证书等。其中，
8.70%的女性受访者表示遭遇过
招聘体检中的孕检；7.31%的女
性受访者要与用人单位签生育
保证书（在职期间不准生育，或
一 定 时 间 内 不 准 生 育）；有
6.13%的女性受访者声称她们的
劳 动 合 同 中 有 禁 孕 条 款 ；有
8.10%的女性曾遭遇过口头禁
孕。有 4.74%的女性受访者表
示，一旦其怀孕用人单位就采
用威胁、调岗、降薪等各种手段
强迫辞职。

——女大学毕业生签约薪资
明显低于男生

北京市妇儿工委的调查报
告显示，女生一旦进入工作岗
位，实际工资只是男大学生的八
成。女大学生实际月工资是
2131.1 元，男生为 2601.3 元，女
生实际工资只有男生的81.9%。

麦可思2010年的调查也显
示，女性本科和高职高专毕业生
平均签约月薪分别为 1884 元、
1731 元 ，较 男 性 本 科 毕 业 生
（2245元）和男性高职高专毕业
生（2063元）分别低361元和332
元。此外，部分行业存在同工不
同酬的薪资歧视。签约于交通、
物流、仓储和邮政服务业的2010
届大学毕业生女性月薪比男性
低523元，签约于电信及电子信
息服务业的2010届大学毕业生
女性月薪比男性低420元。

上述调查分别提出相关建
议，综合如下：解决女大学生就业
难，需要社会、企业、女学生共同努
力。就社会而言，须完善相关就业
法律法规；摒除针对女大学生就业
歧视观念。就企业而言，应加强社
会责任感，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就女大学生个人而言，应提高个人
综合能力与素质，改变择业观念；
同时高校应改善课程设置并发展
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

（本报记者刘霞整理、撰写）

● 女大学生就业签约率低、就业质量低
● 女大学生遭遇性别限制、婚孕歧视、薪酬歧视

德吉，这个爱笑的藏
族女孩，从西藏走进北京
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主
动放弃城市的安逸和令
人羡慕的收入，来到堆龙
德庆县乃琼镇色玛村，开
始了建设新农村的激情
生活。她用知识解读党
的农村政策，通过入户调
查了解农村实际，以切实
的努力让村民得到实
惠。她甘于从为村民找
工作、资助孩子们上学、
工作之余做义工，甚至告
诉女孩子如何注意清洁
卫生等等看似细琐却又
关乎农牧民生活质量的
事情做起，在乡村寻找人
生坐标的同时，展现新时
代女大学生的价值，也体
味着追逐梦想的乐趣。

访谈印象

又是一年毕业季，准毕
业生们将何去何从再度进入
公众眼帘。2011年12月21
日，在教育部召开的2012年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视频会议上，教育部部长
袁贵仁称，2012年全国普通
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680万
人。那么，在如此庞大的毕
业群里，女大学生们的就业
状况将会如何，是否会遭遇
不平等对待？让我们从腾
讯-麦可思2010届、2012届

“大学毕业生流向月度跟踪
调查”、北京市妇儿工委《北京
市高校女大学生就业情况调
查报告》（2011年8月发布）、
陕西省妇联《女大学生招聘
中性别歧视调查研究报告》
（2011年2月发布）中一窥端
倪，以了解现状，预警未来。

从“我”突破：促进女大学生就业的现实选择

图1：2010届大学毕业生女性签约率普遍
低于男性

图2：2012届大学毕业生签约的用人
单位类型分布男女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