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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人数 5 年增加 256 万上大学不考研成了异类？

“本科阶段也没有好好学习，就学考研的几门专业课，感觉只有到了

研究生，真正的人生才算开始。”西南某高校药学专业一位大三学生说。

今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 457 万，比 2021 年增加 80 万，增幅

超 21%；相比 2017 年，报考人数增加 256 万，增长 1.27 倍。沸腾中不

断刷新的研究生报名总数及增量，其背后交织着素质升级的动力、“被迫

营业”的压力与逃避社会的无力。

就业反成异类？考研“多进宫”不惜代价

“我教了 10 年的职业生涯规划课，这门课一般开在大一。每年第一

节课，我都会问学生未来 4 年的目标是什么？大概 5 年前，班里约 50%

的人表示要考研。而现在，考研意愿在大一新生中比例高达 80%。即使到了

大四，也有超 70%的学生在备考。”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边

宇璇说。

同时，因疫情、国际形势等原因留学受阻，一些学生出国进修改为国

内考研。北京印刷学院学生曾仪表示，自己之前原本计划出国留学，也一

直在学雅思，但因新冠肺炎疫情，转战考国内高校研究生。除了在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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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记者采访时还发现，考研失利后选择“二战”“三战”的考生不少，

这部分青年人或聚集在考研寄宿基地，或几人在学校附近租房备考。

李顺平刚刚完成“二战”考试，他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考研寄宿基

地里，大约有 1500 名备考生，大部分备考生都是“一战”失败的“二战”

人，甚至有“四战”的备考生：“我认识一个同专业的人，已经 30 岁，

今年‘四战’，非清华不上。”

青岛理工大学“三战”考生洪健介绍自己本科专业为交通工程，毕业

后的工作大多是去工地。他考研是为了换专业、转行，现在准备报考计算

机专业。“今年降低了高校标准，只要能找个学校读研就可以了。”

研究生“本科化”？装备升级还是避世借口

记者在了解考研理由时，发现有部分学生热爱所学专业，一心向学。

但大部分学生谈及考研目的，依旧以增加自身应聘砝码，缓解弥漫社会的

就业焦虑为主要目的；另有学生则属跟风，因“不想当异类”而报名、备

考；更有少数学生以“还想再玩几年”“害怕成为社畜”的心态加入考研

大军。

——爱所学钻研知识，“换赛道”开阔眼界。

记者采访中发现，许多工科大学生热爱所学专业，愿意投身现代技术

研究，渴望了解知识前沿。同时，也有部分学生希望通过考研提升自己毕

业院校的知名度、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孟

祥燕表示，有些同学高考报志愿时，专业选择欠考虑，通过考研，他们有

机会重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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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就业加砝码，研究生不是尽头。

受访中，不少学生倾诉深陷就业焦虑，认为仅凭本科学历无法找到心

仪工作；同时还存在有“不愿意从事低档工作”“不接受收入与自身素质

不符的工作”等心态。

河北医科大学王晓表示，医学专业读研几乎成必然，自己想去大医院

工作，不愿意去基层医院，就必须考研、读博；苏州科技大学美术师范专

业刘云云表示，自己未来想做老师，本科学历没有竞争力，只有读研才能

找到好工作。

然而，随着研究生数量增加，竞争压力亦水涨船高。对此，部分学生

表示迷茫，有些认为应继续读博士。

——无目标盲从跟风，随大流自认心安。

河北科技大学汪明彦告诉记者，其实他刚开始没打算考研，觉得太辛

苦了。但身边考研的人越来越多，自己也慢慢萌生了考研的想法，还在犹

豫不决。

“直到 2021 年初我都计划本科毕业后就业。后来在社交媒体上看到

其他人关于校园生活、研究生生活的美好记录，又萌生了继续在校园里深

造的意愿。”2022 届传播学专业学生曹芳华说。

——懒就业厌担责，躲进考研安全屋。

部分受访学生坦言，自己考研仅是不想就业，不想进入社会，不想承

担社会及家庭责任。北京高级人力资源经理王慧妍表示，一些大学生在面

临就业压力时呈现“僵化”“麻木”，更有甚者干脆选择“躺平”。



4

苏州科技大学美术师范专业小郭告诉记者，自己想晚一点再进入社会，还

没有准备好成为“社畜”，考研可以暂时逃避一下找工作的压力和焦虑。

“读研也是给自己一段时间去思考，未来到底要做什么。学校环境比较安

静，可以多一点时间去规划，不急着去工作。”

“重在参与”成待业，“反复参战”怨念深

“部分学生没想清楚本科毕业后的去向，既不认真备考，又不认真找

工作，白白耽误大四一年时间。最后研究生没考上，又错过了春招、秋招

两个黄金就业时间，成为待业人群。”河北师范大学一位教师说。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务处副处长何杨琦表示，以考研躲避就业压力可

能会将压力传导至研究生阶段。另外，部分学生为考研打乱了本科阶段的

学习状态。一些学生在大四时忙着考研，毕业实习很敷衍，毕业论文和设

计更不上心，会对他们圆满结束本科阶段学习造成负面影响。

部分高校就业中心负责人表示，过度吹捧考研会加剧社会对高等教育

非理性渴求带来的焦虑，加剧就业市场的扭曲。

江苏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周正嵩表示，目前考研热也存在结构失衡问

题。从报录比看，国家急需专业或关键领域报录比相对较低，应当从本科

生招生计划上加大宏观调控指导，对不适应社会需求的某些热门专业限制

招生计划，减少这部分本科生的培养规模。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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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留学之路该怎么走？

回顾 2021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海外学

子的这一年过得并不容易。新的一年里，各国的入境和留学政策又有哪些

新的变化？广大留学生的负笈求学之路应该如何规划？

多国联申保持热度

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杨恺正在准备自己的留学

申请材料。与 2 年前他刚产生留学意向时不同的是，如今，杨恺对于选择

留学地并不只局限在某个国家，考虑到自己的专业背景和语言能力，备英

国、美国、新加坡三国联申，以应对疫情可能给留学路带来的变数。

事实上，过去两年里，单是留学的语言类考试，他就经历过多次考场

预约成功又因防疫而取消的经历，“能约上考场就很难了，还不知最后能

否顺利应考。”杨恺多少有些无奈。这种潜在的不确定性也改变了他制定

留学规划时的心态，“之前是认准了要去哪个国家或哪个学校读书，但现

在我会多考虑几个专业能力相近的不同国家院校，提高申请成功率。要有

备选方案，这样才不至于被动。”他说。

杨恺的心态也是如今不少准留学生申请学校时的缩影。为降低风险、

提高留学申请成功率，不少中国学生开启多国联申模式，在同一个申请季

里，同时申请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院校，在横向上扩大选择范围。英美

联申、英澳联申等形式保持着较高热度，尤其对于申请某些开设学校并不

多的非热门专业的学生来说，多国联申能提供更多选择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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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国家释放签证利好

一些留学生毕业后有在当地先工作一段时间、积累工作经验的计划，

因此签证问题也是海外学子的重要关注点之一。

去年底，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式撤回特朗普政府于 2021 年 1 月发布的

依据薪资水平进行 H-1B 申请人抽签的制度，将恢复以前的随机抽选政策。

H-1B 签证是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之一，发给美国公司所雇佣的外籍专业

人才员工，属于非移民签证的一种。同时，美国将允许其领事官员对 H-1B

和其他某些非移民签证申请人免予当面面谈要求，以帮助减少签证等待时

间。业内分析人士同时指出，由于 H-1B 抽签申请人数很多，又是凭运气随

机抽选，留学生也需要提前做好未中签的规划和准备。

在澳大利亚，随着 485 毕业生工作签证更新，相关学生有了更多选择。

其中，授课型硕士毕业生签证的留澳时间从两年增加到三年，与研究型硕

士毕业生有同等的签证时长。职业教育和培训部门的毕业生还将获得为期

两年的临时毕业生签证。485 毕业生工作签证时长的改动从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2021 年 7 月 1 日，英国毕业生工作签证（PSW）正式开始申请，因

疫情的宽限政策将延长至今年 4 月。PSW 重启利好于正在英国留学或有赴

英留学打算的学生，任何在合格英国院校成功完成学位课程留学生，都可

以申请该签证。本科和硕士毕业生可申请留英工作两年，博士毕业生可申

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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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授课并行

国外一些院校寒假结束，陆续迎来了新的学期，而奥密克戎毒株的快

速传播也给授课方式带来了更多变数。对于海外学子而言，是选择线上还

是线下学习将直接影响其留学体验，也很可能一路伴随他们完成 2022 年

的留学计划。

以英国为例，新学期伊始，部分罗素大学集团成员学校正在将课程转

移到线上进行，尤其是面向大范围学生授课的讲座课，而实验室课和实践

课将尽力维持现有的线下教学方式。

去年 11 月底，受奥密克戎毒株影响，日本决定停止外国人入境。不

明朗的形势使得部分留学生放弃了赴日留学的计划，有的学生改变了留学

目的地。而对于已经拿到 offer 准备出国学习的学生来说，“上网课”成

了无奈之举。赴日政策一波三折，一些留学生打趣自己在整个留学生群体

中成了“网课时间最长的人”，但学生反映，对于一些实践性很强的科目

而言，网课的作用有限，局限性很大。

对于要先就读日本语言学校的学生而言，或许会有更多选择。从今年

开始，面向希望到日本留学的外国人，日本文化厅决定增加日语语言学校

的在线授课，日本政府将会支援语言学校制作线上课程，面向留学生免费

提供，预计将在 400 所语言学校中实施。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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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更多“双一流”大学和学科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中国公布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培养大

批一流学科的扩充计划，这是建设一个能够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高等教育

部门的规划之一。

周一公布的计划列出了据称应发展为世界“一流水平”的 147 所大

学和 300 多个学科的名单，涵盖了基础科学、工程类和哲学社会科学等学

科。

这是为了到 2030 年有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该计划

是由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三部委说该计划的目

标就是为国家培养一流人才，提高国际竞争力，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政府

将增加对科学和新兴交叉学科的投入。

这项计划体现了中国要在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愿景。去年，在国

家面临美国不断加大的贸易和技术压力之际，教育部宣布 12 所顶尖大学

成立未来技术学院，重点打造国家在前沿技术领域的优势。宣布上述计划

的同时发表的一份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写道：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带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提升的任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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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艰巨。虽然实现了首轮阶段性目标，但距离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

期待仍有差距……三部委将陆续选择具有鲜明特色和综合优势的建设高校，

赋予一定的自主建设学科的权限。”

根据计划，先行赋予进一步开展学科建设自主权的两所大学是北京大

学和清华大学，目的是让它们肩负起责任，并为它们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创

建政策环境。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 2017 年中国大陆仅有的两所在全球四个著名

大学排行榜上都进入世界前 100 的大学。那一年，中国首次公布了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

此后，中国其他大学也进入了全球大学排行榜，包括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

周一公布的计划列出的 331 个学科包含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

基础学科布局 59 个、工程类学科 180 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92个。计

划指出，这些学科是基于学科水平和国家需要选出的。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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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大 6 门课程入选国家实验教学示范课

新华社信息西安电 近日，记者从西安交通大学获悉：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创新联盟近日公布了 2021 年度实验教学应用示范课程入选名单，39 所

高校的 64 门课程入选。其中，西安交通大学的 6 门课程因在课程设计特

色、教学模式与共享应用创新等方面的显著成效成功入选，获批数量居参

评高校第一。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是在教育部高教司指导下由高等院校、相

关企事业单位和专家自愿组成的，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研究、咨询、指

导、评估和服务的社会团体。本次实验教学应用示范课程推荐与评选工作

由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发起实施，旨在通过评选一批特色鲜明、可

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示范课程，发挥优质实验教学课程应用示范引领作用，

提高课程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将在后期通过组织课程建设成果与经验交

流活动、编写课程案例集等加强实验教学应用示范课程的推广应用，为高

校提供课程建设与共享应用经验。

目前，西安交通大学累计获批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 10 门，

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 22 门。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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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生获得更强劲的就业成果及更高起薪

据新加坡国立大学新闻网站（NUS news）2022 年 2 月 16 日报道，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以及新跃社科大学联

合实施的新加坡联合自治大学毕业生就业调查 2021（JointAutonomous

Universities Graduate Employment Survey 2021，简称 JAUGES 2021）

于 2 月 16 日公布。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21 届毕业的的 6897 名应届全日制应届毕业生中，

有 5144 名学生参与了该项调查，其中，94.1%的人在完成期末考试后的 6

个月内就业，相较 2020 年 JAUGES 调查上涨 0.2%，此外，另有 2.8%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应届毕业生则已经接受了工作机会，正在等待开始工作，

或者正在积极创业。

调查指出，超过 90%的应届毕业生来自艺术与社会科学、商业、计算

机、设计与环境、工程、护理和科学等课程，其中，会计，信息安全，商

业分析，牙科和计算生物学的应届毕业生实现了 100%的就业，计算机科学

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则为 99.1%。除就业率外，调查还指出新加坡国立大

学应届全职应届毕业生的平均月薪总额增长了 4.3%，从 2020 年的 4082

新元升至 2021 年的 4258 新元，新加坡国立大学全职永久就业应届毕业

生的月薪中位数亦从 2020 年的 3800 新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3850 新元。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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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泰晤士年轻大学排名发布 南科大位列全球第 13 位

新华社信息广州电 2022 年 2 月 15 日，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2022 年

度全球年轻大学（创校 50 年以内）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Young

University Rankings 2022），南方科技大学世界排名再创历史新高，位

居全球第 13 位，中国内地第 1 位。

今年共有来自 74 个国家和地区的 539 所大学上榜，中国内地共有

11 所高校进入该榜单。

2019 年，南科大首次进入泰晤士年轻大学排行榜，位列全球第 55 位，

三年后，南科大跻身全球第 13 位，彰显了新时代高校跨越式发展的“深

圳速度”。

泰晤士高等教育年轻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由教学（30%）、科研（30%）、

引文（30%）、国际视野（7.5%）及产业收入（2.5%）五部分构成。南科大

总分为 63.6 分，教学、科研、引文、产业收入指标得分位列中国内地第

一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年轻大学排名是由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针对创校

不超过 50 年的优秀大学进行评比，这是泰晤士高等教育第十一年发布年

轻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QS 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 世

界大学排名，以及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是较具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大

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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