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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毕业即工作”的就
业观念深入人心。而前不久，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却让人
大跌眼镜：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
后不再选择马上就业，而是打算外
出旅游、全职炒股，更有甚者，闲在
家里无所事事，沦为“毕剩客”。他
们被称为“慢就业”一族。

“慢就业”壮大成“族”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困境？
又该如何看待这一新现象？带着这
些疑问，本报记者采访了一些毕业
生，倾听他们的“慢就业”故事。

“行走人生”的背包客
“在别人羡慕我有一份安稳工

作的时候，我却选择了落荒而逃。”
谈起当初的辞职出走，小寒用“迷途
知返”来形容。

小寒今年 25 岁，来自南阳的一
个小山村。2012年7月，名校毕业的
他去了广州一家造船的国企工作。
可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去意已决。

“我受够了那里的单调乏味，让
人看不到希望。”小寒懊悔地说，当
初好不容易抢到手的工作，入职后
才发现并不是自己的“菜”。

离职后，小寒想到了旅行。“坦
白说，旅行只是当时的一种逃避，因
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做什么。”

小寒拿出部分积蓄，第一年，他
行走了两个省。第二年，他又去了
云南、西藏和福建。如今，小寒依旧
四处漂泊，没有工作。他说，一旦走
起来，就很难停下。

小寒喜欢文学创作，大学期间
就出版过一部小说，当作家一直是
他的梦想。旅途中，创作的渴念再
次被激发，一本旅行札记《孤单的人
总会相逢》由此诞生。没想到，该书
大卖，让更多的背包客认识了这位

90后旅行作家，也让他一举成名。
回想往事，小寒对当初的选择

感到庆幸。他说，如果当时没有选
择辞职，他可能还是一只孤独的、找
不到人生方向的盲鸟，更是与文学
绝缘。

“‘毕业即就业’是一种很盲目
的选择。时代变了，年轻人应该有
充分的时间，选好方向再出发，这样
才不会走弯路。”在小寒看来，“慢就
业”不失为很好的路径。

一些社会学者的观点与小寒不
谋而合。他们认为，在过分追求“效
率”的工业社会中，“快快快”成为人
们挂在嘴边最多的字眼儿，而“慢状
态”成了生活中的“奢侈品”。越来
越多的人想要身心得到解放，回到

“慢生活”状态，“慢就业”的兴起，就
是受到这种流行理念的推动。

“宅在家里”的炒股者
当小寒在旅途寻梦时，去年从

河南某高校毕业的大学生侯定邦，
却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宅在家里发
大财。

每天早上 7 点钟准时起床，上
午在家浏览新闻，下午画大盘走势
图，买进卖出。看起来和“上班族”
并无二致的小侯，其实并没有工作。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
的工作就是理财。”今年同样 25 岁
的小侯说，大学期间，他看了很多金
融、商业方面的书籍，也尝试了一些
理财项目。重要的是，他喜欢理财。

采访时，我们称他为“炒股者”，
他反复纠正，说自己是“理财人”。
在他心里，“理财”听起来更上档次，
也更像回事儿，起码自己觉得顺耳。

小侯一出手便尝到了甜头，最
初的 3 个月赚了 5000 多元，他乐坏
了，心想这比有些人上班还“来钱”
多。但 2014 年年底，股市接连跳
水，让他瞬间囊空如洗。小侯一下
子傻眼了。

“一个月亏损了一万多元，心脏
都要跳出来了！很多人劝我‘割肉’
清仓，但我最终还是挺过来了。”说
起理财心得，小侯头头是道。一年
来，凭着一股子犟劲儿和精明，小侯
赚了三万多元。

刚入行时，小侯的做法并不被
理解。“家里父母反对做这行，说老
感觉炒股就跟赌博一样，哪像个工
作。”最终，经过极力劝说，再加上
后来确实也赚了些钱，父母才由着
他去做。

作为“90 后”群体中的一员，小
侯的故事并非孤例。如今充裕的物
质条件和宽容的社会环境，为毕业
生的新就业观提供了生存空间。在
他们看来，就业早已不单是坐在办
公室上班这一种形态，打工旅行、山
区支教，甚至在家理财等等，同样都
可视为一种灵活的就业方式。

安徽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云飞
认为，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理念引领下，毕业生就业和创业机
遇很多。这种更加多元化的就业选
择，更加新潮的就业观念，为“慢就
业”蔓延成势提供了社会土壤，也促
使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不甘于在老板
手下做打工者。

无处安放的“毕剩客”
对于部分毕业生来讲，加入“慢

就业”是他们的主动选择。而对于
另外一部分人，沦为“毕剩客”却是
被迫与无奈。

24 岁的小凡去年专升本毕业
于郑州一所院校，直到现在，她还没
能找到理想工作。

“在学校的招聘会上，我投过很
多简历，但基本都石沉大海。”小凡
说，不是自己不努力，但找工作时才
发现，学历不占优势，工作能力欠
缺，学的又是冷门专业，就业形势太
严峻了。

“要啥没啥！几场招聘会下来，
我连和用人单位搭话儿的机会都没
有。”小凡说，还不如回家待着，反正
爸妈对自己要求也不高。去年 10
月，她回了济源老家，开始半玩半
学，准备“三支一扶”等系列招考。
但大多无果而终。

在家待时间长了，小凡也烦。
“经常会有一些街坊邻居来串门，一
开口就问咋还在家待着，还没找到
工作，真让人脸红啊！”后来，她干脆
把自己锁在家里，一整天都不出门，

“像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儿，想飞飞
不出去”。

小凡无奈的背后，是一个庞大
的待业群体。数据显示，2015年，全
国高校毕业生再创新高，共达 749
万人，比去年增加了 22 万人。这无
疑加重了毕业生就业压力，也导致

部分毕业生不得不推迟就业时间。
此外，毕业生被动“慢就业”，跟

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也有
很大关系。河南某国企人力资源部
负责人张女士对此深有感触：“除去
一些全能人才，我们的工作对专业
有着严格限制。比如，我们缺少物
流专业的人才，但这样的毕业生却
很难招到。”

一边是企业招不到合适人才，
一边是毕业生工作没着落。21世纪
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道出了这一尴尬：“近年
来，大学在确定专业招生规模、增
设新专业时，很少经过科学论证。
一些专业根本无法保障教育质量，
但要将这些专业剔除，还有很远的
路要走。”

“在 当 前 就 业 压 力 大 的 背 景
下，毕业生需要端正自身的求职心
态，直面社会就业压力，主动寻找
机会。”王云飞说。

就在接受采访前不久，小凡一
路风尘仆仆，从济源赶到郑州，参
加了一个特岗教师招聘考试。“现
在还在等消息。希望这一次能如
愿以偿，那样我就能逃脱‘鸟笼’飞
出去了。”小凡眼中露出期待。③9

本报讯 （记者李 林）记者从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获悉，11 月 8
日、9日，今冬集中供热五大热电联
产热源郑东新区热电厂、新力电厂、
泰祥电厂、裕中电厂和荥阳国电陆
续投热，供热主管网开始逐步升
温。由该公司管理的换热站也同步
开始升温，预计 9 日晚间管网前端
部分用户就能感受到供暖的温度。

据介绍，除新力一期、二期与
泰祥电厂原主热源外，今年裕中电
厂与荥阳国电作为郑州西区供热

的备用热源，将为今冬西区供热提
供充足的热源。

今冬供暖，供暖部门沿袭上个
采暖季提前一周升温供暖的做法，
主要是为了提前暴露系统问题，延
长供热服务时间，确保用户在 11
月 15 日正式开始时能享受到合格
的室温。在此，提醒用户自己管理
的换热站也抓紧时间启动运行，以
便及时发现并消除系统隐患，确保
15 日供热设施能够正常安全平稳
运行。③11

本报讯 （记者尹江勇）如何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开放
带动主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 11 月 7 日至 8 日，在

“科技支撑区域经济发展”走进濮
阳技术专题对接暨第三届中国濮
阳政产学研合作洽谈会上，省科
技厅、濮阳市政府与国内多家知
名高校院所签约 42 个项目，签约
金额 43.69 亿元。通过政府搭台，
企业和高校院所唱戏，有力提升
省、市科技创新能力，支撑区域经
济发展。

这次活动由省科技厅、濮阳
市政府主办，吸引了国内 54 个知
名高校院所、160 多名专家教授到
濮阳市发布信息，洽谈项目。会
议筹备期间，省科技厅面向全省
征集并筛选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和现代农业等技术需
求和难题 693 项、人才需求 2930
项，与国内 70家高校院所进行前期
对接。同时，省科技厅征集到浙江

大学、中科院系统等高校院所科技
成果 1200 多项，并编印了《河南省
科技开放合作政策汇编》，通过网
络平台向企业发布。

洽谈会开幕式上，省科技厅
与中国农机院、中国农科院环境
发展所、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
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所 4 家
科研院所签订了技术转移战略合
作协议。濮阳市政府与北京交通
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郑州轻
工业学院等 3 家高校院所签订了
战略性科技合作协议。

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这次签约正值“十三五”科技规划
完成编制、国家重点研发等各类
计划正在设计实施方案之际，与在
京的大院大所开展科技合作，有利
于把我省重点科技工作纳入国家
科技发展规划之中，有利于促进我
省的优势科研团队、龙头企业在

“十三五”期间更多地参与承担国
家各类重大科技项目。③10

本报讯 （记者谭 勇 实习生
王沙沙）11 月 9 日，记者从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获悉，国务院安
委会办公室近日下发通知，公布
全国 100 家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的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并要求相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安委会进行督
促整改，我省 12 家单位上了“黑
榜”。

据 了 解 ，依 据《重 大 火 灾 隐
患判定方法》，公安部此次组织
各地区判定的 100 家严重影响公
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主
要为城镇商 (市)场、医院、劳动密
集型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国务
院安委会办公室下发通知要求，
各有关地区要采取有效措施，督
促隐患单位认真制定整改方案，

落实防范措施，确保整改到位，整
改完成情况将纳入属地政府和相
关行业部门年度消防考核。国务
院安委会将在年底对整改情况进
行抽查。

据悉，我省上“黑榜”的 12 家
单 位 分 别 是 郑 州 银 基 商 贸 有 限
公司、开封市中心医院南院、洛
阳市新安县中医院、平顶山市凯
撒财富天下广场、焦作大用实业
有限公司、安阳市安阳县第一人
民医院、南阳市兴裕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裕华商城）、三门峡义煤
集 团 永 乐 公 寓 、商 丘 市 梁 园 市
场、驻马店市河南省荣光鞋业有
限公司、周口鑫达纺织印染有限
公司、河南临商劳保科技有限公
司。③6

国务院安委会公布全国 100 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我省12家单位上“黑榜”

本报讯 （记者栾 姗 通讯员
曹 磊）11 月 8 日，中部六省第三届
炎黄文化论坛在新郑黄帝故里隆
重举行。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炎黄文
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提升炎黄文化研究水
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中部，
放眼全国，学习先进经验，传播中
部文化，服务经济建设，为实现中
部崛起、国家振兴贡献力量。

本届论坛历时两天。开幕式
后，国务院参事室新闻顾问、中央
文史馆馆员赵德润，中华炎黄文
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常
文光、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常
有功等诸位专家、学者，围绕炎黄
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炎
黄文化与传统文化、炎黄历史文
化、炎黄文化与其他文化等主题
先后发言，解读炎黄文化及中华
文明。

中部六省第四届炎黄文化论
坛将于 2016年在安徽省举办。③8

中部六省第三届
炎黄文化论坛举行

行 政 案 件 俗 称“ 民 告 官 ”案
件。记者采访发现，人们对行政诉
讼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过去，
群众总是质疑“法院能否公平审理
案件”；如今，原告即便败诉，也感
到被公正对待。法庭上，法官也卸
下思想“包袱”，更为“洒脱”公正裁
判。

这种变化，源于我省法院一项
破冰之举：推行“民告官”案件异地
管辖，该类案件要到涉案“官员”管
不到的地方审理。

11 月 9 日，记者采访了登封一

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负责人耿海建，
他曾成功打赢一起行政诉讼。他
说：“我赢得官司，是借了异地管辖
改革的春风。”

耿海建合法注册公司，换发新
证时，当地运管所不予更换，导致
公司停运。多年上访，事未解决。
最终，耿海建选择到法院起诉。当
地法院依法判决他部分胜诉。没
想到，地方上又违法出台行政决
定，导致法院判决无法执行。2014
年，河南实行行政案件异地管辖。
耿海建的案子转到了郑州市高新
区法院审理。很快，他终于等来了
公正的判决。

长期以来，行政案件存在着立
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问题。行
政审判的“囧”境在哪里？首先是
人员任用，以县法院为例，院长由
所在县人大选举产生。副院长、庭
长、副庭长由县人大常委会任命。
其次是财物，法院所需办公经费、
工资、基本建设费，都要当地财政
拨付。审判中，法官担心得罪地
方、影响饭碗，对行政案件不敢审、
不 会 审 ，原 告 胜 诉 率 一 度 只 有
10.18％。

2014 年 5 月，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全省实行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在
全国率先出台《关于行政案件异地

管辖问题的规定(试行)》，把以县政
府和地市政府为被告的案件和环
保类案件，全部交叉到相邻的县、
市法院立案审理。

今年 4 月，省高院又出台补充
规定，扩大异地管辖范围，对基层
法院管辖的行政案件全部实行异
地管辖。把全省 18 个中院分成 6
组，实行推磨方式，每两年调整一
次。

改革后，地方政府负责人“惊
喜发现”：很多老信访户从到政府
门前静坐，改为到法院立案，少了
闹访，减少了行政成本。行政诉讼
中，多数地方政府支持异地管辖，

行政首长积极出庭应诉。
省高院院长张立勇认为，法院

搭建法治的平台，是居中裁判，唱
戏 的 主 角 是 政 府 机 关 和 人 民 群
众。异地管辖，避免行政权力干
扰，找到了一条群众监督政府的法
治途径，不仅有利于司法公正，而
且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异地管辖改革以来，我省法院
一审受理异地管辖案件 10800 多
件，原告胜诉率达 26.1%，比改革前
提高 16 个百分点，上诉率 39.85%，
比改革前降低 17 个百分点。这项
破冰之举，缓解了告状难，极大增
强了法院的公信力。③6

求职不易 想法很多 观念新潮

90后毕业生爱上“慢就业”

□本报记者 冯军福 曾鸣 李俊

郑州供热管网开始升温运行

省科技厅濮阳市牵手
高校院所签约42个项目

异地审判，让“民告官”不再难
——我省法院行政审判异地管辖改革成效初显

□本报记者 谢建晓

调记者 查

11 月 9 日，社旗县启动“119 消防宣传月”活动。在活动现场，消防
官兵进行了消防特种车辆、装备器材、火场自救等演示演练。⑤4

李 崇 摄

消防日里说安全

11 月 6 日晚，郑州动车段巨大的检修车库内灯火通明，被称为“高铁守护神”的机械师们正在忙碌着。
为确保列车安全运行，列车每运行 48 小时或满 4000 公里，就必须进行一次全面检修。“每晚检查，仅

螺丝一项内容，检修人员需要检查的就达 3000 个左右。”
目前，郑州动车段已担负起共 23 个交路的检修运用任务，具有日均一级检修 26 标准组，二级检修 4

标准组的检修能力。郑州动车段配属高铁现在包括 CRH2A、CRH380AL、CRH380A 等最先进的车型已经
有了 60 标准组；动车机械师 900 余人。

在这些“高铁守护神”的精心维护下，“和谐号”带着自信和力量飞驰在中原大地上。⑤4
本报记者 王 铮 摄影报道

“高铁守护神”
③机械师手持带有摄像和录像功能的

手电筒对车顶高压设备进行检查。

①夜幕降临，高铁列车“归巢”待检。

①①

②②

③③

②多个部门人员协作，对列车组进行全
面检修和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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