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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博士毕业生就业的困境与出路
*

肖 京

摘要: 通过对博士毕业生相关数据和就业状况的分析，认为博士毕业生在就业选择方面

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主要原因在于劳

动力市场的供需不平衡和教育与社会的脱节等方面。有效应对博士毕业生的 “就业难”
问题，需要通过博士毕业生个人认真准备、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相关措施和立法机关进行

相关立法完善予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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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

题，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

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则进一步指出，“健全

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 “促进以高校毕业生

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

人员、退役军人就业”。2015 年 4 月 27 日国务

院通过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

工作的意见》 ( 国发 〔2015〕23 号) 中再次强

调， “统筹推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

“鼓励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由此可见，就

业问题，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等特殊群体的就业问

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所面

临的重大课题。妥善处理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

题，对于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具有十

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然而，不容乐观的是，近些年来，我国高校

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高校毕业生

“就业难”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

问题。其中，高校毕业生中的特殊群体———博士

毕业生的 “就业难”问题，则更是引起了社会

的特别关注，也更应当从理论和现实的层面予以

深入研究。这是因为，与本科、硕士毕业生相

比，博士毕业生获得的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

最高学位，被认为是知识精英阶层，如果连博士

毕业生都存在 “就业难”的问题，这在一个被

认为具有 “对知识充满尊重和敬畏”历史传统

的国家，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其对社会的影响和

导向作用也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因而更需要慎

重对待。此外，如果说在前些年由于博士毕业生

数量本身并不大，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问题

仅属于“个例”，［1］不具有普遍性和社会性的话，

那么，近些年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已经越来

越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据笔者的初步调

查统计与实际调研，就在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招

聘岗位来看，往往每个就业岗位都有几十名甚至

上百名的应聘竞争者。由此可见，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需要

从经济和社会的层面进行分析并从法律的层面予

以规范。
对于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问题的，可以

从多个学科、角度和层面进行研究。例如，至少

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和

法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可以运用不同的研究

工具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展开。然而，从就业的

“经济性”这一基本属性来看，从经济学的角度

对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这一问题进行经济分

析，更能揭示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问题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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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关键之所在，因而也更具有研究的价值和意

义。从问题解决的路径来看，除了博士毕业生本

人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予以应对之外，在我

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双重

背景下，运用法律的方法和手段破解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问题，更能从社会的层面妥善应对。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问题的现状和原因进行分析，并从个

人应对、相关政府部门促进与法律制度完善等三

个层面对该问题的解决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博士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分析

探寻解决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的有效路

径，很有必要对当前我国博士毕业生就业的现状

进行分析。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提炼和把握问题

的关键之所在。研究博士毕业生就业现状，则需

要对我国博士毕业生的相关数据和就业去向等基

本问题进行分析。
( 一) 博士毕业生相关数据

关于博士毕业生的基本数据，主要包括毕业

人数和当年招生人数两个指标。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数字，2013 年全国博士毕业生人数为 53139
人，当年招生人数为 70462 人; ［2］2012 年全国博

士毕 业 生 人 数 为 51713 人，当 年 招 生 人 数 为

68370 人; ［3］2011 年 全 国 的 博 士 毕 业 生 人 数 为

50289 人，当年招生人数为 65559 人; ［4］2010 年

全国博士毕业生人数为 48987 人，当年招生人数

为 63762 人; ［5］2009 年全国博士毕业生人数为

48658 人，当年招生人数为 61911 人; ［6］2008 年

全国博士毕业生人数为 43759 人，当年招生人数

为 59764 人; ［7］2007 年全国博士毕业生人数为

41464 人，当年招生人数为 58022 人; ［8］2006 年

全国博士毕业生人数为 36247 人，当年招生人数

为 55955 人; ［9］2005 年全国博士毕业生人数为

27677 人，当年招生人数为 54794 人; ［10］2004 年

全国博士毕业生人数为 23446 人，当年招生人数

为 53284 人。［11］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统计局年鉴系列文献自

2005 年才开始对 2004 年的博士毕业生人数进行

专门统计，之前是把博士毕业生人数与硕士研究

生统一放到研究生这个项目下一并统计。这也侧

面表明，大致在此之前的几年，我国博士毕业生

人数开始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需要进行单独统

计。因此，虽然 2003 年以及 2003 年之前博士研

究生毕业人数具体数字不详，但由以上 2004 年、
2005 年、2006 年全国博士毕业生的人数来看，

我们可以推测出，大致从 2000 年开始，全国博

士招生人数开始增长，到 2003 年博士研究生招

生数量又出现一个大的增长。例如，2004 年全

国博士毕业生人数为 23446 人，2005 年博士毕

业生人数为 27677 人，而 2006 年博士毕业生人

数则为 36247 人，增加了近万人，按照当时博士

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 3 年计算，2006 年博士毕

业生的增量应该是由于 2003 年博士研究生的

扩招。
事实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包含硕士研究生

和博士研究生在内统计的毕业和招生人数也可以

看出博士研究生招生的基本情况。例如，由其统

计数据表明，1995 年全国研究生 ( 含博士研究

生与硕士研究生) 招生人数仅为 51053 人，而在

2000 年至 2013 年招生人数则分别为 128484 人、
165197 人、202611 人、268925 人、326286 人、
364831 人、397925 人、418612 人、446422 人、
510953 人、538177 人、560168 人、589673 人、
611381 人。［12］由此可见，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人

数的扩招应该在 2000 年左右，按照三年的基本

年限，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的急剧扩张应该在

2003 年左右。
( 二) 博士毕业生就业的基本状况与趋势

与其他高校毕业生群体不同，博士毕业生的

传统就业渠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这是因为，从

博士毕业生的角度来看，博士毕业生经受了多年

的专业化教育，较为擅长研究工作，在高校和科

研院所更能发挥其特长和优势; 从用人单位的角

度来看，博士毕业生专业化程度更高，具有较高

的专业水平和研究能力，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需

求较为一致。因此，长期以来，博士毕业生成为

高校和科研院所补充新生力量的重要来源。但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

断推进，博士毕业生就业的渠道也在逐步拓宽，

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正如有学者指出，近年来

博士毕业生选择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攻读博

士后的毕业生比例越来越低，毕业后选择进入国

家机关和各级政府，以及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博

士生越来越多，整个就业情况呈现出多元化的发

展趋势。［13］

此外，与高校毕业生中的其他群体不同，博

士毕业生就业在取向方面也存在明显的特点。有

学者通过调研指出，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取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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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明显的区域聚集性、首选

教学与科研工作、期望工资较高、对未来职业有

较高定位。［14］之所以出现区域聚集性的特征，主

要是因为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一般都在大

城市; 之所以首选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还是考

虑到专业对口和研究优势的原因; 之所以期望工

资较高和对未来职业有较高定位，主要是因为博

士毕业生作为学习成绩的优秀者，一般都对自己

有较高的要求。
( 三) 简要分析

通过以上简要的数据分析大致可以看出，从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看，2006 年之前的博

士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应当处于较为有利的地

位，而在之后则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 “就业难”
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仅仅是从供求关系的基

本层面进行分析，实际上，影响博士毕业生就业

的因素还有其他方面。例如，从宏观的层面来

看，国家经济形势会对博士毕业生就业产生一定

的影响; 从微观的层面来看，博士毕业生各个方

面的个体条件也会对其就业产生重要的影响。
此外，从博士毕业生就业的途径和取向来

看，近些年来博士毕业生就业多元化是一大趋

势。事实上，正是基于博士研究生的这种多元化

就业的现实，为了舒缓当前博士研究生培养与社

会需求之间的张力，就要及时调整培养方向，增

加对应用型、专业型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也正是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国当前的博士培养正在面临

着重要的转型期。

三、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的体现与

成因分析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 一) 博士毕业生“就业难”的具体表现

如前所述，博士毕业生与其他毕业生群体相

比，在就业方向和取向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对

工作岗位的期望更高。因此，博士毕业生 “就

业难”并不是说博士毕业生在 “找到”工作方

面存在很大的难度，而是指博士毕业生在找到与

自己专业方向对口、薪资等方面的心理期望相匹

配的工作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难度。具体来讲，常

见的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问题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 “难”。与本科

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相比，博士毕业生的专业更

加细化，其专业特长是其就业的优势，同时也有

可能构成其就业的劣势。因为专业细化则意味着

其专业特长发挥的领域十分有限，因而在就业选

择方面空间较小。而且事实上，对应的高层次专

业研究岗位在整个人力市场上并不多见，这就大

大限制了博士毕业生可选择的余地。当然，如果

不考虑专业对口因素，博士毕业生寻找工作可能

并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在付出了较多的时间和

精力成本的情况下，博士毕业生放弃自己的专业

特长显然并不是一个有利的选择。此外，从长远

发展的角度来看，专业对口也是一名博士研究生

在就业时应当考虑的重要方面。这就造成了博士

毕业生寻找工作中在可选择范围方面大打折扣，

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就业的难度。
二是符合薪资期望的工作 “难”。从博士毕

业生的角度来看，攻读博士学位付出了一定的时

间和金钱成本，似乎应当得到更多的回报才对，

这就导致了博士研究生在就业时对薪资的期望值

较高。然而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成本最小化

是其理性选择。因此，面对众多的毕业生求职

者，多数用人单位会选择用工成本较低的本科毕

业生或者硕士毕业生，而不是博士毕业生。这就

使得博士毕业生在寻找符合薪资期望的工作方面

仍然存在一定的难度。当然，如果博士毕业生愿

意降低薪资预期，其就业恐怕也就相对较易。但

问题在于，在已经付出了较多时间和金钱成本的

情况下，又有多少博士毕业生能够坦然面对远远

低于预期水平的薪资呢?

三是在一线城市寻找工作 “难”。地域差异

在整个博士毕业生就业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这与

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一般坐落在一线城市

( 这一点与西方一些国家不同) 这一现状有着直

接的关系。大城市聚集了较多的学术资源，成为

多数博士毕业生就业的首选地。此外，一线城市

集聚了较多的公共资源，因而也成为博士毕业生

竞争的焦点。近些年高校博士研究生的扩招更是

加剧了这种竞争。相比而言，博士毕业生在三

线、四线城市寻找工作则相对较为容易，在一些

三线、四线城市，有些用人单位甚至通过提供较

为优厚的待遇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四是大龄女性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从职

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年龄和性别对于博士毕业生

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15］与本科毕业生、硕士

毕业生相比较而言，博士毕业生具有较为系统、
专业的理论能力，但博士毕业生年龄一般也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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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于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因此在人力资

源市场上也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在一些实务部

门，用人单位更倾向于一些年龄较小，可塑性强

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在一些城市，还对

应届毕 业 生 落 户 问 题 上 设 定 了 年 龄 方 面 的 限

制。①因此，大龄博士毕业生，尤其是大龄女性

博士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就难免会遇到更多的

困难。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分析仅仅是从一般意义

上探讨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的主要表现。当

然，在现实中，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的特殊

案例也会存在，但出于研究的方便，此处仅从宏

观的层面对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的主要表现

进行分析，暂不考虑个别案例中的特殊问题。
( 二) 博士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

总体来看，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问题的

出现，主要是由于人力资源市场上博士毕业生的

供需不平衡与供需不匹配所致。除此之外，当前

存在的一些就业歧视现象［16］和博士毕业生心理

预期普遍过高也是导致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
的重要原因。

首先，近些年来高校大量扩招引发了人力资

源市场上博士毕业生供大于求，这是导致出现博

士毕业生 “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近些年

来，高校大量扩招导致博士毕业生的人数年年创

新高。博士毕业生人数的大量增加，远远超出了

市场对博士毕业生的需求总量，导致人力资源市

场供需关系严重不平衡，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
也就在所难免。此外，高校博士扩招的另外一个

重要后果就是博士毕业生的质量受到一定程度的

影响，这也使得博士毕业生在人力资源市场上的

优势大打折扣。
其次，当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在整体上

与市场脱节，这也是导致出现博士毕业生 “就

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②不可否认，当前高校

培养机制总体上来讲是在逐步进行完善优化的。
但同样也不能忽视的是，当前高校博士研究生的

培养方向与市场化的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问

题。这就出现了高校培养的博士毕业生不是市场

需要的，市场需要的博士毕业生高校培养不了的

尴尬局面。培养方向与市场需求脱节对所有层次

毕业生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对博士毕业生的影

响更为严重。这是因为，博士毕业生的培养周期

更长，专业性也更强，其就业过程中专业匹配性

的要求相对而言更高。

再次，当前普遍存在就业歧视现象，也是博

士毕业生 “就业难”的重要原因。各种就业歧

视问题不仅在学历层次较低的就业群体中普遍存

在，同样也存在于博士毕业生就业过程之中。就

博士毕业生而言，当前较为严重的就业歧视主要

是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和户籍歧视、博士入学前

学历歧视。从年龄的角度来看，经过多年的高等

教育，博士毕业生年龄一般都偏大，因此在就业

市场上很容易遭受到年龄方面歧视。从性别歧视

的角度来看，虽然性别歧视在其他就业群体中也

普遍存在，但在博士毕业生中更加突出。这是因

为，博士毕业生女性的比例更大，而且因为年龄

一般正处于生育阶段，因而也更容易遭受到性别

歧视。除此之外，在一线城市，前期学历和户籍

歧视问题同样也一直困扰着一些博士毕业生。
最后，博士毕业生对自己的心理期望值普遍

过高，这也是造成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的原

因之一。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求职者的学历虽

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收入水平，但也并不

是说就应当有对应关系。其实，从业人员的工资

收入水平的高低，还要受到工作能力、工作经验

等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并由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

系决定。然而，仍有一定数量的博士毕业生以为

自己的学历高，因此理应得到水平更高的薪资报

酬。这种过高的心理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

了博士毕业生“就业难”问题。
当然，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经济形势恶化和

社会政策的变更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博士毕

业生的就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这些同样也会对

其他群体的毕业生造成影响，不是造成博士毕业

生“就业难”的特殊原因，此处为了研究的方

便，就不再进行一一分析。

四、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的经济与

法律应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博士毕业生 “就业

难”源于多方面的原因。以上原因中，有些是

客观方面的原因，很难在短期内予以改观，然而

有些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充分的提

前准备予以克服的。在应对博士毕业生 “就业

难”的问题方面，博士毕业生个人、政府相关

部门和立法机关是重要的主体，而经济与法律的

视角则是其重要的维度。以下就从 “三个主体”
“两个维度”的路径对博士毕业生“就业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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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予以分析。
( 一) 博士毕业生个人认真准备实现充分

就业

博士毕业生就业就其本质而言，具有经济与

法律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就业具有经济的属

性，应当遵循和服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另一

方面，就业还具有法律的属性，受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就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范。因此，从博士毕业生本人来看，应当在

经济规律和法律规范的框架下，主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予以应对“就业难”问题。
一是要准确把握相关专业人力资源供求基本

状况，在对自己综合能力客观评估的基础上加强

对市场需求的分析，找出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的平

衡点。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博士毕业生求

职同样也是一个能力与岗位相匹配的过程。作为

人力资源市场上的求职者，博士毕业生需要对自

己的能力和市场的需求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
要清楚自己适合什么岗位，市场需求什么样的人

才。唯有如此，才能在求职过程中游刃有余。例

如，自己是适合搞科研还是适合搞管理? 人力资

源市场上对科研人员的准入条件是如何要求的?

自己是否符合这些相关条件? 等等。这些都是博

士毕业生就业之前需要搞清楚的。 “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对自己能力和市场需求的充

分了解，是顺利求职的前提和基础。
二是要提前做好职业规划，尽早明确自己的

就业方向。在充分了解自己的能力和特长的基础

上，结合对人力资源市场的岗位需求状况的分

析，尽早确定自己的就业方向。尽早确定自己的

就业方向，不仅可以让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去努力

达到目标岗位所要求的条件，同时也能够让自己

在具体的求职过程中果断过滤掉不需要的就业岗

位，迅速把握符合自己需要的工作机会，从而提

高求职效率和成功的几率。总之，尽早确定就业

方向是顺利就业的重要保障。有了明确的就业方

向，才能真正有的放矢，集中自己的精力，充分

发挥自己的优势，顺利实现就业。
三是要重视对拟申请岗位的深入了解，有针

对性地做好充足的前期准备。在整个求职过程

中，有运气的成分，但最关键、最重要的还是实

力、能力和水平。博士毕业生的求职过程虽然是

在毕业季进行，但博士毕业的就业准备却可能是

贯穿于博士研究生的整个阶段。我们经常可以看

到，有些博士研究生在入学之初就有明确的就业

方向并且为之而准备和努力，博士毕业求职阶段

就会显得非常地从容。因此，博士毕业之前的就

业准备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四是要保持积极主动的心态，一定要主动出

击、多手准备。首先，博士毕业生在求职过程

中，一定要有一个积极主动的心态。切记博士毕

业生的求职过程也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只有积

极主动，才有可能抓住瞬间即逝的大好机遇。此

外，积极主动的心态也会使得博士毕业生在求职

过程中得到用人单位更多的认可。其次，在求职

过程中还要多方着手准备，以免自己被动。现在

很多用人单位招聘都需要一系列的程序，其中任

何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招聘的终结，因

此，博士毕业生求职过程中一定要对此有充分的

心理准备。
五是要充分了解就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最大

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前所述，博士毕

业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一线城

市“就业难”，其中就有一线城市尤其是特大城

市落户政策的原因。因此，充分了解当地的落户

等相关政策，是避免出现由于这些相关政策的限

制而产生 “就业难”问题的重要环节。此外，

在就业过程中，一些用人单位的就业歧视和单方

违约现象也会侵犯到博士毕业生的合法权益，影

响到博士毕业生的顺利就业，产生 “就业难”
的问题。因此，充分了解就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是

解决“就业难”问题的必要手段。
( 二) 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相关措施促进博

士毕业生就业

如前所述，就业是民生之本。因此，有效应

对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的问题，不仅是博士

毕业生就业个人应当面对的事情，同时也是相关

政府部门应尽的职责。相关部门应当在博士毕业

生的就业促进方面有所作为。事实上，博士毕业

生“就业难”的问题不仅为中国所有，西方发

达国家同样面临类似的挑战。［17］参考这些国家的

相关应对措施，结合我国当前博士毕业生就业的

基本情况，政府相关部门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

以应对。
一是教育行政部门要合理规划博士研究生招

生计划，在招生环节就要充分评估就业问题。从

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的

问题关键在于相关人力资源市场上的供需不平

衡、不匹配。这种供需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

近些年来博士研究生的大幅度扩招。为解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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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 “就业难”问题，必须从源头上进行管

控。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在博士研究生招生阶段

就应当进行相关的就业评估。虽然这种事先评估

只能是一种大致预测，未必能够完全精确测算，

但至少不会出现大的供需失衡。
二是高校与科研机构等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

要合理规划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与方向。如前

所述，博士毕业生的就业也需要遵从市场经济的

规律。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的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在于博士毕业生的实际技能与市场需求之间

一定程度的脱节。因此，增强博士研究生培养的

实践性和实用性，尽量缩小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向

与市场需 求 之 间 的 差 距，是 解 决 博 士 毕 业 生

“就业难”问题的又一个重要路径。
三是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要做好就业的服务

与保障工作，促进博士毕业生的顺利就业。除了

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以及需求匹配性等方面的问

题，博士毕业生就业中的各种就业服务也是影响

博士毕业生顺利就业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劳

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就业服务与保障的工作水平，

也是有效化解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问题的重

要路径之一。
四是要完善博士毕业生就业的相关配套措

施。当前，博士毕业生的落户政策与西部就业等

相关优惠措施也是影响博士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因

素。因此，要想妥善解决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
的问题，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博士毕业生就业的相

关配套措施，减少影响博士毕业生就业的负面因

素，有效促进博士毕业生的充分就业。
( 三) 立法机关加强相关立法，保障博士

毕业生充分就业

法治是促进就业的重要路径。在当前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相关立法，对

于保障博士毕业生的充分就业更加具有特殊的意

义。总体来看，应对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问

题，需要重点加强以下两个方面的立法工作。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 《就业促进法》的立法

完善。博士毕业生作为人力资源市场上的特殊

群体，需 要 立 法 对 其 进 行 有 针 对 性 的 就 业 促

进。我国当前的 《就业促进法》并未对包括博

士毕业生在内的毕业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就业促

进进行专门规定。为了有效应对我国当前博士

毕业生 “就业难”的问题，很有必要对 《就业

促进法》进行立法完善，在其中增加对包括博

士毕业生在内的特殊群体的就业促进问题进行

特别规定。
二是要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如前所

述，由于博士毕业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学历教

育，年龄要远远大于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

因此在就业中更容易受到年龄歧视。同时，由于

女博士毕业生普遍面临生儿育女的现实问题，因

而也更容易受到性别歧视。此外，户籍歧视、相

貌歧视、地域歧视、健康歧视等问题在博士毕业

生就业中也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通过加强

《反就业歧视法》相关立法，保障博士毕业生的

公平就业，就显得尤为重要。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仅仅从就业环节的法律

保障进行了分析，如果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角

度来看，《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

解与仲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也会对博

士毕业生就业问题产生相应的影响，基于文章主

旨所限，此处就不再进行详细分析。

五、小结

博士毕业生作为人力资源市场上的特殊群

体，其就业问题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同时也

对我国的高等教育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必

须慎重对待。随着我国博士毕业生就业人数的增

多，在当前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博士毕

业生“就业难”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有效化解

博士毕业生 “就业难”的问题，对于充分发挥

高等人才的聪明才智、顺利完成我国经济与社会

的双重转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博士毕业生就业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在其他类型毕业生就业过程中也会

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相应的对策也可以部分

用于应对其他类型高校毕业生的 “就业难”问

题。此外，对博士毕业生就业中的就业歧视等相

关问题，也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例如北京市自 2014 年开始，对非北京市户籍的应届毕业

生留京的年龄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
②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高等教育是否应当与市场接轨和就

业导向这一问题本身，因为涉及高等教育的理念和价值追

求等深层面的问题，学界至今亦存在较大争论。本文基于

主题所限，对此问题不做分析。单就就业需求的角度来看，

当前博士研究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与市场脱节的现状，是

造成博士毕业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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