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3日袁 蔓藤教育与兴业银行联
合发布叶2018中国留学生美国就业白皮
书曳渊以下简称野白皮书冶冤遥该白皮书在针
对行业大数据以及 3.5万学生和家长调
研的基础上袁 对中国留学生赴美求学尧
就业现状与趋势进行了细致尧全面地分
析遥

据叶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曳数据袁2016/
2017年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学习的的
国际学生总数是 107万余人袁 其中中国
留学生占 35万余人袁位列榜首袁比第二
名的印度多了近 1/2遥 近年来印度和中
国是主要获批 H1B工作签证的两大国
家遥在 2017 财年袁印度首次申请 H1B 获
批者占总数的 62.7%袁约 6.8 万人遥 而中
国首申 H1B 获批者的占比为 14%, 约
1.5 万人遥 由此可以看出袁中国留学生缺
乏国际就业竞争力遥

中国留学生缺乏国际就业竞争力

的主要原因是专业硬实力和职场软实
力遥 在硬实力方面袁 工作岗位需要的专
业技能和工作经验袁仅仅依靠在校内学
习的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遥 而软实力
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英文表达能力袁而
是个人解决问题能力尧团队协作能力和
领导力遥 中国留美学生大都不了解职场
文化尧不熟悉沟通方式尧缺乏对工作态度
渊work ethic冤的理解袁因而在面试中不能
把握好沟通方法袁不能充分展示自己遥

白皮书显示袁 有 80%以上的中国留
学生以拿到文凭为留学的第一目标袁很
多人在临近毕业时才开始思考如何找
工作遥 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在留学之初袁
都缺乏系统性选择职业方向的方法袁往
往凭借自己的感觉和想象袁或是受父母尧
身边某些人的影响遥

整体而言袁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就业
不易遥 其实导致就业障碍的原因比较复

杂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袁美国大学存在
针对中国留学生职业技能培养的空白遥
尽管美国大学都设置就业指导中心袁但
基本都是面向美国学生提供服务袁由此
导致中国留学生在职场技能尧行业人脉尧
实习经验等方面存在不足遥 此外袁 中国
留学生就业难还体现在没
有选对有发展前景的专业尧
没有明确的职业目标尧GPA
和专业技能不足尧缺少职场
软技能尧缺乏社会实践经历
等遥具体归纳有以下几点:第
一袁 对美国就业市场不了
解袁专业和职业选择比较盲
目袁没有做好充分的职业研
究曰第二袁没有明确的职业
规划和指导袁在求职时盲目
投递袁缺乏专业指导曰第三袁
专业硬实力不扎实袁不知道
在美国求职需要准备什么

样的专业知识袁怎么刷题曰第四袁缺少在
美国的人脉袁局限在中国同学的小圈子
里袁不知道怎么提高自己的软实力和英
文交流能力曰第五袁简历和求职信缺乏吸
引力袁不容易在几千份甚至上万份的竞
争者简历中脱引而出遥 郝孟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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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对不起袁我要辞职了遥各位袁再见浴冶
6月 22日下午下班前袁肖语渊化名冤

接到领导派给她的出差任务袁 已经连续
一个月没有休过完整周末的她咬着牙
作出了辞职决定袁 并在朋友圈中发了一
张夕阳下她站在公司门口的剪影遥

本来想寻求安慰的肖语意外地发现袁
居然有不少同学都在这条朋友圈下评论
表示野自己也不想干了冶袁甚至有的人已付
诸行动遥 野回想一年前刚刚毕业时大家的
意气风发袁谁能料到袁现在每个人提起工
作都是一肚子苦水遥 冶肖语感叹道遥

1995年出生的肖语袁生活在一个三
口中等收入家庭袁父母都是高校教师遥从
全国排名前十的高校本科毕业后袁 肖语
顺利地进入职位于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的一家大型国企袁 负责品牌策划遥 从办
公室的窗户望出去袁可以俯瞰整个广州袁
一江之隔的广州塔野小蛮腰冶尧堪比星级
酒店的工作餐一度使肖语的朋友圈变
得格外让人称羡遥

但这看似美好的一切袁 渐渐地在一
次又一次出差尧 加班中袁 变得失去吸引
力遥而更让这个 90后的女孩感到头痛是
如何与同事相处遥以前在学校袁看不惯谁
不理他就好了袁但工作中袁不敢得罪任何
一个人遥 野身体和心里都感到很疲惫袁常

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做不好遥 冶
在肖语看来袁那天的临时出差袁只能

算是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冶遥 这种
跟工作能力无关的指责袁 快速消耗了自
己对公司的热情袁工作一年的时间袁她已
经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冒出野辞职冶的念
头袁野真的不喜欢了就离开吧袁 何必要相
互耗着呢冶

肖语的经历并非个案遥日前袁国内一
家大型招聘网站发布的叶2018年春季白
领跳槽指数调研报告曳显示袁近七成白领
为跳槽在行动袁 工作年限在 1年内跳槽
占比达到了 65.7%遥 而另外一家人力资
源服务企业 2016年关于离职与调薪的
研究报告也指出袁90后员工比例越高的
公司袁员工的平均离职率也越高遥

是什么给了这些刚刚走出校门尧工作
不到一年的大学生野说走就走冶的勇气钥

记者通过问卷尧 访谈的形式对 38位
曾在工作的第一年里袁产生过辞职的冲动
大学毕业生进行了一个小调查袁受访对象
来自互联网尧金融尧传媒尧传统制造尧教育尧
房地产尧游戏尧党政机关等多个行业遥

调查发现袁工作一成不变尧发展前景
不乐观尧 对薪水不满意成为新毕业大学
生选择辞职的重要因素袁 公司人际关系
复杂尧 对工作不感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离职遥 更重要的是袁独生子女居多尧
再教育的门槛不高尧 家庭条件相对富足
也间接地为这些 90后辞职野壮了胆冶遥

野其实爸爸妈妈一直不赞同我本科
毕业就出来工作的遥 冶肖语坦言袁听说自
己辞职后不打算再工作袁 而是想读书深
造袁父母不仅没有反对袁反而有些野小激
动冶遥野现在申请国外的研究生并不难袁只
要语言能够过关袁成功的概率非常高遥 冶
肖语也认为更高的学历在未来找工作时
更有竞争力袁野这也让我拥有了 1~2年的
缓冲期袁而不是早早地被工作买断遥 冶

野辞职没什么大不了的吧袁我可以考
研袁实在不行袁我还可以做微商啊遥冶2016
年大学毕业的孙萌最先在一家小型公关
公司做新媒体编辑袁4个月后袁实在受不
了工作成绩完全用阅读量来衡量的她袁
果断选择了辞职遥

凭借着大学时代做代购积累起的人
脉资源袁 孙萌微店的业务范围逐渐从韩
国的化妆品袁扩展到了日本尧中国台湾尧
澳大利亚的各类时尚潮牌遥 不仅帮客人
代购袁孙萌还主动发现野爆款冶遥

每天早晨 7点起来健身袁 上网了解
时尚潮流袁回复前一天晚上的买家留言袁
清点库存曰午饭后开始整理订单尧配货尧
发货曰晚上在朋友圈更新新品袁此外袁每
个月还要出国上货遥孙萌告诉记者袁现在
的工作强度袁其实比正常上班还大袁但最
大的区别是袁以前熬夜到凌晨 2点袁是为
了 10万元袁 现在是为了月入 10万元遥
野看到自己付出获得相应的回报袁我很满
意自己现在的生活冶遥

在知乎上袁一条野一言不合就裸辞袁
现在年轻人就那么随性吗钥 冶的提问袁吸
引了超过 7000人的关注遥有人认为袁野裸
辞冶跟一个人的职场安全感有关袁一个对
自己的能力自信尧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袁更
不愿意在职场上妥协将就遥但同时袁有人
质疑轻易的跳槽说明现在的大学生被惯
坏了袁 放弃工作重回校园更是一种逃避
现实的行为遥

从事近 20年招聘工作的阮女士越
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与十几年前的大学毕
业生相比袁 现在的年轻人愿意尝试新事
物袁更富创造力袁同时也更加敏感袁在辞
职这件事情上袁表现出惊人的行动力袁两
个月试用期还没过就走人的情况袁 已经
屡见不鲜遥 这些极有个性的 90后袁就像
一群野狂奔的野马冶袁如何驾驭已经成为
HR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遥

野我刚刚大学毕业时候袁工作中有时
也很难受袁但我不敢辞职袁甚至不敢耽误
工作遥冶阮女士说在自己工作刚刚半年的
时候袁外婆被确诊了癌症袁但直到老人家

去世袁公司的人一点都不知道遥 野葬礼的
前一天半夜袁我才从外地赶回来袁心里很
难受袁但害怕一请假袁领导对自己有了不
好的印象冶遥

但是在 90后端右渊化名冤眼中袁辞职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遥 本科毕业于东北一
所普通本科院校的他袁 两年时间已经换
了 3份工作院第一份在一家大型国企袁做
了不到 3个月曰第二份在一家创业公司袁
做了 4个月曰现在的这个工作袁是一款文
创产品的新媒体运营袁已经做了 8个月遥

野两次都是裸辞的遥冶端右说袁自己前
前后后经历了差不多半年的空窗期袁而
这段时间的生活费也主要靠父母的支
持遥虽然野啃老冶让他觉得很没面子袁但端
右不后悔袁野当一个工作自己不感兴趣袁
也看不到好的前景时袁 就应该及时果断
地放弃遥 冶

回看 10年前当 80后初入职场时袁
不少企业也表示很恐慌遥 资深人力资源
专家江莉认为袁无论什么年代袁社会对这
些经历十几年校园生活尧 刚刚走出象牙
塔的大学生的表现普遍不满意袁野一届不
如一届冶的声音一直都在遥 只不过袁90后
面对质疑时表现更为直接袁 辞职的比例
更大遥

广州市青年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负责
人告诉记者袁换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袁是
年轻人调整职业观和职业规划袁 基于个
人实际综合能力作出再选择的表现遥 虽
然现在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就业指导相关
课程袁 但对于大学生来说毕业前对就业
市场信息是不全面袁想象与现实的落差袁
让他们难以接受袁 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选
择了辞职袁甚至频繁跳槽遥

江莉指出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袁
90后从小生活尧教育尧就业的环境都远
远优于前辈们袁 与他们的父母当年找工
作是为了养家糊口不同袁90后更喜欢体
验式的工作袁非常看重工作中的新鲜感遥
另一方面袁 现在的家长也舍不得让孩子
受苦袁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袁都愿意给孩子
提供更多的机会袁例如出国留学等遥 野有
意思的是袁 我们发现一旦年轻人开始买
房袁或者是打算结婚生孩子袁自然而然就
安分下来了遥 冶江莉说袁生活压力有时也
给了年轻人更多的责任感遥

野我遇到好多年轻人袁因为在单位受
委屈或者是跟主管领导不和辞职袁 这种
是特别不值得的遥 冶江莉建议袁当工作出
现问题的时候袁要野三思而后行冶袁回想当
初选择进这家公司究竟是为了什么遥 切
记不要从外界找原因袁 大学生要学会主
动适应袁 稍微坚持一下袁 也许就会有转
机遥 野裸辞冶并不值得骄傲遥 张夺留美就业白皮书院

中国学生需要提高国际就业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