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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XINWEN/ZONGSHEN

“蚁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我国社

会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结构转变、劳动

力市场转型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

有关，同时也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基础

教育改革进展以及家庭层面的教育状况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同情、关注和探

讨大学生“蚁族”教育问题时，笔者倾向于

从大学生意愿的层面把他们的 “蚁居”生

活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状况分别进行分

析探讨。 从“蚁居”的现象来看，他们之间

没什么差异，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主动“蚁居”是指一群对未来充满憧

憬和希望，对人生拥有清晰规划的大学毕

业生。 他们拥有独立人格绝少抱怨，怀揣

梦想， 敢于脚踏实地面对现实的挑战，坚

信通过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 从表面看他

们和被动“蚁居”的大学毕业生一样过着

艰苦的生活，但是内心拥有着对美好生活

的激情追求，他们把“蚁居”打拼的经历看

作磨砺意志、独立生活和提升能力的必经

过程，并把它看成实现理想的起点。

主动“蚁居”在大学生“蚁族”中占据

较少的比例，主要是一群拥有创业梦想的

大学生， 他们有着创业的激情和冲动，并

希望通过努力和打拼实现自身的人生价

值。 对于这个群体，我们的社会应该为他

们提供更为宽松的创业环境， 从项目推

介、项目孵化以及项目扶持等方面在体制

上帮助他们实现理想和价值。 同时，高等

教育体系中应该进一步完善对大学生创

业的教育和引导，规范创业热情、提升创

业能力，使大学生创业在理性的轨道上顺

利前行， 避免大学生创业陷入激情有余、

理性不足、能力缺乏的尴尬境地。

被动 “蚁居” 是指那些对人生发展

和职业发展缺乏明确认识和规划的大学

毕业生。 他们按部就班地完成大学学业，

离开校门时却在激烈的人力市场处于劣

势， 他们常常抱怨社会、 抱怨大学甚至

抱怨父母家庭。 在社会变革的洪流中缺

乏社会精英的智慧和担当 。 随波逐流 、

等靠要和习惯性地放弃是这类 “蚁族 ”

的共同心理行为特征 ， 他们的 “蚁居 ”

时间一般较短， 通常在半年到一年间就

会结束这种困顿的聚居生活， 因为 “蚁

居” 生活对他们而言只是种种不得已状

态下的回避和等待。

被动型 “蚁族 ” 并不是他们个人的

惰性所致， 他们的现状和社会观念、 教

育体制以及教育过程的偏差有关。

从社会观念看， 破解大学生 “蚁族” 形

成需要整个社会调整对大学和就业的观念。

首先是接受高等教育的观念， 在高等教育大

众化的今天， 接受高等教育和获得社会职位

之间的联结越来越不紧密。 那种在计划经济

条件下的高校人才培养和输出模式， 在市场

经济逐步完善的今天， 人们需要全面认识高

等教育的内涵和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 其次

是大学生的就业观念需要调整， 大学生都市

被动“蚁族”还与大学毕业生的价值实现的观

念有关，不少大学生在就业时有从众的心理。

他们没有明确自己的就业目标，盲目随大流，

存在别人找什么工作，自己也找什么工作，什

么工作热门找什么工作的现象； 不愿到中小

城市、农村甚至经济欠发达的艰苦地方就业。

据调查， 由于以往大学生对东部经济发达地

区的过分青睐， 直接导致了东部地区一线城

市人力供给的相对过剩， 出现地域间的人才

供求关系失衡现象， 给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于是东部发达地区出现

了“天之骄子”的大学生“蚁族”现象。

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体制来看， 大学

生“蚁族”现象还间接反映了高等教育适应社

会发展和服务经济能力的欠缺， 主要体现在

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结构上。 高等

教育的学科设置要摆脱计划经济的模式，应

以主动适应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人才

市场需求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为出发

点， 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学科专业调整机制。

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看， 我国的教育正

在努力向素质教育转变， 但是狭隘的应试教

育倾向依然严重。 学生在进入高校时更多的

是对热门专业和重点高校的迷信和盲从，多

数高中生在进入大学时缺乏明确的专业兴

趣，“就菜下饭” 式地根据考分选择大学和专

业的现象严重， 也就直接导致了一批大学生

成为专业学习和自己的兴趣、 志向和个性不

吻合的痛苦学习者。因此，职业教育不是在大

学阶段的救急式教育和弥补式教育， 而应该

成为贯穿在孩子成长的各个阶段的教育主

题， 否则对教育资源的使用而言是极大的浪

费和低效。

当然，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大学生“蚁族”

的出现除了社会观念和体制的原因外， 微观

层面的教育也不容忽视。 从对被动成为 “蚁

族”的大学毕业生的心理分析可以看出，正规

教育体制外的家庭教育应引起足够的关注，提

升家庭教育的水平有利于各项教育改革的促

进和顺利开展。 “蚁居”的大学毕业生多为“

80

后”的独生子女一代，这个群体的大学生在家

庭教育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偏差。一方面家庭对

他们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给予关怀和满足，

他们缺乏延迟满足的训练， 有的更多是即时

满足和超量满足。 生活中的即时满足使大学

生从小形成了快速获取的习惯以及忍耐性的

不足，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频繁跳槽

和应对挫折时心理能量不足的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家庭又在精神上从小粗暴地干

涉控制着孩子的意愿， 剥夺了孩子生活的自

主性和主动性。 不少 “蚁族” 坦言， 他们被

动 “蚁居” 城市很大程度上的压力， 无形中

来源于家庭， 因为在求职的过程中考虑得最

多的常常是父母能不能同意自己的选择。 父

母投资了这么多钱供自己读书最后既没有获

得体面的工作又没能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

自己无法面对家人和朋友。 不少 “蚁族” 生

活压力很大却在 “蚁居” 的过程中沉迷网

络， 对工作高不成低不就地混日子， 如果从

他们成长的历程靠父母而活和为父母而活的

分析就能够理解了， 心理上被动 “蚁居” 就

不足为奇了。

大学生 “蚁族” 需要我们关注和帮助，

更需要我们从源头上去形成合力谋求破解。

【亲历者故事】

■

高鹏

回忆我的

“蚁族”朋友

“蚁族 ” 这个词火起来的时候 ， 我

才发现我曾经也是其中一员。 那时候我

刚刚大学毕业， 手头拮据， 只能在 “城

中村 ” 租了一间小阁楼住 。 那里楼挨

楼， 墙抵墙， 阴暗潮湿， 更大的隐患是

鱼龙混杂， 偷盗抢劫时有耳闻。 我在那

里两年， 家中被偷不下于五次。 记忆最

深的一次是我半夜蒙蒙眬眬地醒来 ， 感

觉屋里很亮， 月光铺地， 定神一看， 房

门已是开的， 想来是小偷临走时忘记带

上。

当然， 也不是没有快乐的记忆 。 最

起码， 我在那里结识很多 “蚁族”。 他们

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大家走出校门不久，

事业刚刚起步， 收入不高， 家境也一般，

实在不忍心再向父母伸手， 只好暂时蜗

居在这里。

阿文是我的邻居 ， 也是我 “蚁族 ”

生涯里结识的第一个朋友。 他在大学里

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 毕业后找了一份

名为 “置业顾问” 的工作， 说白了其实

就是 “卖房子 ” 。 阿 文 每 天 起 得 都 很

早 ， 西装革履出门 ， 天擦黑了才回家 。

小天是阿文的同学 ， 离我们住的也不

远， 他常常来找阿文聊天， 我们就慢慢

熟识了。

那些日子里， 我们三个常常一起去

街角的一家小饭馆里吃火锅， 喝点啤酒，

吹吹牛。 阿文一沾酒， 脸就红， 也分外

健谈起来。 有一次， 我和阿文聊到梦想

这个话题。 他竟然流下了眼泪。 他向我

讲述了父母供他读书的艰辛， 他说早出

晚归， 人前马后很累， 但是有再多的委

屈也忍住了， 因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在

这个城市里扎下根， 买房娶妻， 然后把

爸妈接来养老。 去年的时候， 阿文曾打

电话给我， 说他已经买了房子， 爸妈也

常来看他， 唯一的遗憾就是感情仍无着

落。

回忆那几年的 “蚁族 ” 生活 ， 让我

最感触的是 ， 不管外在环境多么恶劣 ，

我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始终在努

力工作。 我知道我不够聪明， 要想走得

远，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停下脚步。

■

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殷飞

观点

“蚁族”就业:幸福出口在哪里？

谋生力减退折射教育缺失

夜深了，在外工作或者找工作的

“蚁族”们陆陆续续返回了“蚁巢”，冲

一碗泡面、啃个面包坐在公共客厅里

看电视。 他们饿着肚子在荧屏和网络

上构想着自己的爱情和未来。

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张红是位于南京

市奥体中心附近一家求职公寓的长期住

客， 目前正和另外一名女生在新街口一

家铺子做服装生意。 晚上

8

点半， 她正在

吃饭———一只

3.5

元的肉松面包。 老板娘

关切地问她要不要吃点饺子。 张红抬头

看了一眼， 迅速又把头低了下来啃了口

面包问： “多少钱？” 老板娘说： “

4

元

一两 ， 要不 ？” 张红想了想 ， 还是摆摆

手， 又低头用笔记本电脑上网。

南 师 大 学 生 调 研 数 据 显 示 ， 有

64.3%

的受访 “蚁族 ” 没有吃早饭的习

惯 ， 有

85.4%

的人将一顿正餐控制在

10

元以内 ， 大多数一天只有一顿到两顿

饭 ， 一顿饭超过

5

元都会嫌贵 。 这一切

都源于 “收入不稳定， 只能勒紧裤腰带

干革命”。 小陈是一名来自武汉的女孩，

现在为南京某家旅游公司当导游。 当问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时， 她说： “导游这

个活很难说 ， 旺季的时候如果跑苏锡

杭， 上万元都有可能。 淡季的时候说不

定会连续好几个月没有收入 。 导游嘛 ，

都不是全职的。”

据统计 ， 目前南京的大学 毕业生

“蚁族” 主要从事保险推销、 电子器材销

售、 广告营销、 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

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 绝大多数没有

社会保险和劳动合同； 有的甚至处于失

业半失业状态， 全靠家里接济度日。 因

为营养不良， 找工作辛苦， 累了病了就

常常会窝在床上一整天， 如此恶性循环

导致无法调整状态， 工作更难找。

“‘蚁族’谋生力减退，折射出当下教

育的缺失。 ”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殷飞直言不讳地分析说，“蚁族”的就业情

况普遍低于自身的求职预期，这反映了市

场对拥有技能的高端人才需求不足。 教育

结构也仍处于低端的理论灌输型，设计创

意、产品研发等技能教育发展不够。 一些

高校本身定位不准和社会评价体系错位，

导致专业设置趋同、缺少特色和优势。 教

学内容缺乏企业参与，脱离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就业却又是市场选择，导致大学进

口、出口“两张皮”，不能使大学毕业生与

就业市场完全对接。 多数毕业生只有高学

历没有技能，在毕业后比较长的时间里不

得不在底层挣扎着。

夜深了 ， 在外工作或者找 工作的

“蚁族” 们陆陆续续返回了 “蚁巢”， 冲

一碗泡面、 或者啃个面包坐在公共客厅

里看电视， 看得最多是江苏卫视的 《非

诚勿扰》， 也有一些在笔记本电脑上看起

了韩剧。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尤其是男

生， 由于生活窘迫， 婚恋纷纷亮起了红

灯。 这些曾经是家中的 “小太阳” “小

皇帝” 的 “

80

后”， 这些原本象牙塔中的

天之骄子们， 饿着肚子在荧屏和网络上

构想着他们的爱情和未来。

难以耐挫导致盲目跳槽

追梦的过程非常坎坷， 非常苦，

这个现实太残酷了。 但是在父母眼里

到了城市，就是城市人了，他们并不

敢跟家里人说过得有多苦，也不敢回

去，怕让父母失望。

既然生活如此艰难 ， 工作又这么难

找， 大学生 “蚁族” 为什么还要留在城

市， 而且规模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公众

的普遍看法是 “大城市的吸引力”。 然而

南师大此次调研发现， 许多 “蚁族” 来

自农村和小城镇， 他们的压力更多来自

于父母而非自身。

“追梦的过程非常坎坷， 非常苦， 当

梦想和现实触碰以后， 你会发现往往梦

想破碎得没了影子， 这个现实太残酷了，

让你感觉不到。 但是在父母的眼里到了

城市了， 就是城市人了， 他们对户口的

理解是另外一种理解方式， 所以我们并

不敢跟家里人说过得有多苦， 也不敢回

去， 怕让父母失望。” 接受调研组访谈的

王浩然说。 他毕业于南京某大学的经济

管理专业， 从农村 “跳出来” 的他， 是

父母眼中的宠儿和骄傲， 去年毕业时他毫不

犹豫地放弃找工作而踌躇满志地选择自主创

业， 结果投资失败了， 生意惨淡的他没有勇

气重新再来， 而是去了一家小公司做 “业务

经理”， 月薪

1800

。

调研组成员张梦园说， “跳槽” 几乎成

了 “蚁族” 们的家常便饭， 几乎每个人都有

“跳” 过二三次的经历， 谈及原因， 无非是

“工作太辛苦”、 “工资太低” 和 “专业不对

口” 等， 但这种盲目的、 急功近利的跳槽大

都 “越跳越糟糕”。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

52%

的人都坚持

不了

4

个月，

67.6%

的 ‘蚁族 ’ 半年后都会

选择放弃。” 在调研组成员体验的日子里，

张梦园的舍友从原先的

6

个人变成了只有她

一个。 “一名室友回家结婚了， 其他

4

个人

都是觉得实在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回家或者

飘到了别的城市， 其中找工作时间最长的

是

7

个月， 回来买了肯德基和我分享， 然后

就走了， 没有人去送她， 自己拎着箱子就

走了。” 张梦园说。

对此，此次调研的指导老师、南师大新闻

传播学院副院长王丽娟教授说， 来自父母的

期许导致“蚁族”本身较高的求职预期，体现

出消极的完美主义特质， 尤其在金融危机的

大背景下，严峻的就业形势及压力，理想与现

实的差距，冲击着他们的内心。“蚁族”一方面

对未来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对于现在的生存

状况如居住环境、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等感到

不满意。 社会支持较低和社会控制力预期相

对较高的矛盾， 会造成心理层面的相对剥夺

感，直接导致坚韧度下降，适应性差，不能承

受较高的生存压力， 便出现了频繁更换工作

或找不到自己理想工作的现状。

走出窘境还得提高就业竞争力

有高达

75.3%

的 “蚁族” 觉得 “不

幸福”。 我们除了呼吁政府、 社会多多

关注之外 ， 更要提醒他们清晰定位 。

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 只有先低下骄

傲的头， 才能走好生存的路。

“‘

80

后’、 ‘

90

后’ 是在改革开放的春

风里成长起来的一代， 他们没有经历过父辈

们曾经的贫穷艰辛和白手起家， 相较于农民

工， 大学毕业生 ‘蚁族’ 似乎更难在城市中

生存下去。” 殷飞说。 此次调研发现， 名为

“蚁族”，

63%

的人将当下的处境归结为 “社

会之失”，

75.6%

的 “蚁族” 认为 “自己很优

秀”。 “当这些大学生不能很快地实现就业

时， 他们不是从自身找原因， 多数时候感觉

社会抛弃了他们， 而实质是他们逃避了社

会。” 有高达

75.3%

的 “蚁族 ” 觉得 “不幸

福”， 其中有

89%

的人认为不幸福的原因来

自于 “得不到社会认可”。

殷飞认为， “蚁族” 群体的出现， 有一

定的社会因素， 比如教育产业化之中的大学

扩招， 导致支付高教成本时隐含的预期收益

高于离校后被一般劳动力市场 “再定价” 的

实际所得， 从这一方面来说， “蚁族” 所揭

示的就是一个教育产业化直接制造的不和谐

因素。

“然而更深层次是自体的原因。 ‘蚁族’

的尴尬， 在于面临一个欲望的世界， 想有却

不能拥有的窘困。 当然这几乎是每一代年轻

人的共同问题， ‘蚁族’ 表现在当代， 则是

一个城市化进程中的悲情产物。 他们用自己

的方式， 书写着穷困潦倒却依然心存幻想的

青春历程， 他们承担着生活的苦与悲， 在无

处安放的青春岁月里艰难寻觅自己的路。 但

是 ‘从小事做起、 脚踏实地’ 正是他们所缺

失的一种理念。 价值多元的社会环境， 让他

们形成了眼高于手的思维定式， 也让很大一

部分人失去了 ‘冷静思考、 忍辱负重’ 的耐

挫力。 我们除了呼吁政府、 社会组织的管理

体制以及媒体视野多多关注之外， 更要提醒

他们进行清晰的自我定位， 成功不是一蹴而

就的， 只有先低下骄傲的头， 才能走好生存

的路。” 殷飞说。

南京师范大学学工部副部长、 就业指导

中心主任贺俊英认为， 目前， 提高 “蚁族”

就业竞争力的办法， 就是从高校学生和高校

两方面着手， 从高校办学面向市场出发， 在

普通高校加强职业技能教育， 为毕业生或想

进修的社会人士提供后续进修的机会， 从根

本上加强求职者的技能水平， 同时， 也要引

导 “蚁族” 转换观念， 冷静地做好生涯规划

的 “功课”， 调整就业观和择业观， 就业和

择业要与国家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相结合，

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这样可大大拓展就业

范围， 延伸就业空间。

■

通讯员 徐锐 本报记者 缪志聪

■

纵深·上期反馈

欢迎点评本期话题

zongshen@edumail.com.cn

“蚁族”，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这群漂泊在外为梦想打拼的年轻人， 内心有着强大的力量， 演绎笑中有泪的

人生。 “蚁族” 的尴尬， 在于面临一个欲望的世界， 想有却不能拥有的窘困。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书写着穷困潦倒却依

然心存幻想的青春历程。 他们承担着生活的苦与悲， 在无处安放的青春岁月里坚韧顽强地成长， 执著地追逐自己的理想。

在通向幸福的路上， “蚁族” 如何不断成熟、 不断成长、 不断强大？

观察

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看， 我国的教育正在努力向素质教育转变， 但是狭隘的应试教育倾向依

然严重。 职业教育不是在大学阶段的救急式教育和弥补式教育， 而应该成为贯穿在孩子成长的各

个阶段的教育主题， 否则对教育资源的使用而言是极大的浪费和低效。

对被动成为 “蚁族” 的大学毕业生的心理分析可以看出， 正规教育体制外的家庭教育应引起

足够的关注， 提升家庭教育的水平有利于各项教育改革的促进和顺利开展。 一方面家庭对他们在

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给予关怀和满足， 他们缺乏延迟满足的训练， 有的更多是即时满足和超量满足。

另一方面家庭又在精神上从小粗暴地干涉控制着孩子的意愿， 剥夺了孩子生活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要关注大学生毕业后的 ‘蚁族’、 蜗

居现象。 网上说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青年

人的爱情和想象力， 现在大学生一毕业就

成了中年人， 像中年人那样一开始就过着

物质化生活， 结束了青春期浪漫的人生，

这很危险。”

10

月

13

日， 在 “青少年社会

福利政策与青少年发展” 研讨会上， 上海

社会科学院青少年问题专家杨雄说。

关注 “蚁族”， 不只是专家的呼吁 。

从

2010

年

8

月到今年

3

月 ， 南京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10

名学生 “卧底” 南京市

7

家 “蚁族 ” 聚集地———位于南京市栖霞

区马群地区、 水关桥、 奥体中心附近和

南京大学旁的 “求职公寓” 等地 ， 深入

调研了

600

多名毕业生 “蚁族 ”， 写出了

10

万多字的调研报告。 通过调研 ， 他们

发现， 在实践经验缺失、 经济徘徊低迷、

农民工进城 “抢食” 等诸多社会因素下，

“蚁族” 的求职日益举步维艰， 加上激烈

的人才竞争、 恶劣的生存环境 、 自身耐

挫力差， 大多数 “

80

后” “蚁族 ” 始终

改变不了从象牙塔到生存底层徘徊的人

生弧度 。 有高达

75.3%

的 “蚁族 ” 觉得

“不幸福”， 其中有

89%

的人认为不幸福的

原因来自于 “得不到社会认可 ”。 “蚁

族” 的幸福出口在哪里？ 陶小莫 绘

教师交流

需先交心

现在， 许多地方都开展了教师交

流， 以此推动义务教育师资均衡配置，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但在有些地

方， 教师交流仍属于被动和短期的行

政行为。 怎样使这些交流教师扎扎实

实地留在交流学校， 是一篇亟待做好

的文章。

细想一下， 留住教师的 “人 ” 不

难， 难的是留住他们的 “心”， 而这恰

恰需要有关部门和领导走下台子、 扑

下身子、 想出点子真心挂念在薄弱校

任教教师的冷暖， 细心摸准他们的需

求和困难。 如何做实做好？

福建经验给我们一些启示 ， 政府

部门不妨从自身能做的实事做起。 比

如， 保障交流教师待遇， 给交流教师

多一些人文关怀。 比如， 用建设教师

周转房的形式解决校际交流教师的住

房问题， 对农村教师评先评优、 职称

评聘等方面给予倾斜 、 奖励的政策 ，

保留交流到异校中、 高级岗位的教师

在原学校聘任的中、 高级职务的细分

等级等。 这些细致而周到的措施， 解

决了交流教师的后顾之忧， 让他们切

切实实带着感情去交流。

当教师们带着感情去交流 ， 就从

被动变成了主动， 也会带来更高的教

学效率 、 更好的教学效果 。 情之所

至， 瓶颈何在， 交流何难？

山东省潍坊市滨海开发区中心小

学 孟祥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