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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A9

本以为只差临门一脚，
却发现对面是一堵墙。
“我去入职那天，
他们看
到我毕业证问怎么是非全日制，
然后一个工作人员说，不接受非全日制。
”
王艺对南都记者说。在那之前，
从网申到笔试，再到面试、
体检，
直到入职
的前一天，她已经顺利通过了所有“关卡”
。
自 2017 年起，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
考试招生执行相同的政策和标准，培养质量坚持同一要求。尽管一再被
告知，
“全”与
“非全”
的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但作
为首届非全日制研究生的“王艺”们发现，求学三年后等来的却是用人单
位的拒绝。
日前，以“学历不符”为由拒绝非全日制研究生报考当地教师招聘的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上了热搜。当地官方近日已就此致歉，舆论争议声中
更多地方也正在致歉或拒绝致歉。而对于很多刚遭遇拒绝的“非全”
研究
生来说，经过这么一耽搁，剩下的选项已经不多，他们只能在疫情下的最
难就业季重新踏上求职之路。

非全日制研究生求职：

考公没有资格面试
入职国企当天被拒
【事例】
入职时遭拒：
“从来没听过
‘非全’”
“我去入职那天，他们告诉我从
来没听过‘非全’。”王艺说。
王艺是华中师范大学 2017 级非
全日制法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她
参加了河南移动 2020 届校招。该
企业招聘信息写的是“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她觉得政策已经出来了，
用人单位应该知道改革后的“非全”
是怎么回事，
“2017 年以后我们都是
统招，自然包括全日制硕士和非全
日制硕士”
。
她所说的政策，包括今年 2 月
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做好非全日制研究生就业
工作的通知》。这个文件强调，各级
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
公开招聘要根据岗位需求合理制定
招聘条件，对不同教育形式的研究
生提供平等就业机会，
“不得设置与
职位要求无关的报考资格条件”
。
实际上，为保险起见，她在去年
10月报名时就在备注栏里把自己的情
况写了一遍。
“我说我是 2017 年改革

以后入学的，
‘统招双证’
，
我的档案在
学校，
报到证、
派遣证这些我都有”
。
报名成功之后，她参加了笔试，
顺利通过。去年 12 月 3 日，她参加
了面试，面试前如实递交了自己的
材料，包括本科学信网证明、研究生
在线证明等。今年 3 月 16 日，她顺
利通过面试被录取，5 月底去体检，
之后是网上签三方协议。
所有的程序都正常进行，她心
想，前期自己该交的都交了，后期这
么长时间，中间如果有问题，审查肯
定早就发现了。8 月 4 日，她终于等
来入职的这一天，满心欢喜来到了
公司。
然而意外出现了。办理入职
时，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看到她的
毕业证后皱起了眉头。
“他们问怎么
是非全日制，我当时就很蒙，我说我
从一开始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吗？
他们说不知道。”王艺说。
随后，其中一个人告诉她：不接
受非全日制。

“我们肯定是执行省里的公告”
招聘人员的质疑像一盆冷水， 之后又请示了领导，才告知他可以
将她从头浇到脚。
报考。
王艺现场找出相关资料给对方
7 月 26 日，他参加了浙江省考
解释什么是非全日制研究生，有什
并顺利通过了笔试。8 月 20 日面试
么样的政策，导师也来电给对方解
名单公布以后，报考单位再次来电
释，还是不奏效。对方始终表示“无
向他确认“非全”的相关情况，陈羽
法理解为什么统招会是非全日制”， 又给对方“科普”，后被告知“不确定
最终提出了解约。
“我当时真的彻底
是否符合资格，需要请示上级和组
崩溃了。
”她说。
织部门”
。
王艺的遭遇在同届非全日制研
陈羽最终得到了当地组织部门
究生里并不罕见。2020 届法律硕士
的答复，大意是非全日制研究生应
毕业生陈羽去年底参加浙江省考， 当于 2020 年 2 月前取得学历，而他
报考的是杭州市公安局某区分局的
是 6 月份取得学历，不符合报考资
基层民警，结果笔试都过了，却被拦
格。
“仅凭‘非全日制’就将我划分为
在面试大门之外。
招考公告中的成人高等教育、函授、
作为 2016 年教育部研究生改革
自学考试、电大等传统非全日制学
后的第一届非全日制非定向硕士研
历，
这非常荒唐。”他说。
究生，陈羽也有向报考单位科普非
南都记者就此向当地组织部求
全日制研究生是什么的经历，而且
证，一名工作人员解释，如果报考岗
这一科普工作贯穿这次求职经历的
位只要求硕士学位，而没有区分全
始终。
日制和非全日制，那么非全日制研
他告诉南都记者，报名之初，他
究生就可以报考。
“公告已经很清楚
就如实写明了自己首届非全日制非
了，我们肯定是执行省里的公告。”
定向硕士研究生的身份，当时有工
这名工作人员说。不过南都记者注
作人员专门来电问他究竟是不是应
意到，浙江省考公告的岗位中，都有
届生，陈羽拿出教育部教研（2016）2 “2020 年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应届
号文件等资料解释，工作人员听完
毕业”的字样。

【焦点】
文凭焦虑：
来自就业市场和
全日制研究生的不认可
2019 年下半年开始，非全日制研
究生遭遇就业歧视的新闻开始见诸报
端，
到今年更是密集出现。南都记者了
解到，这是由于去年是规模较小的两年
制“非全”
研究生毕业求职年，
而今年则
是首届三年制“非全”
大部队的毕业年、
求职年。
内蒙古鄂尔多斯某地在教师招聘
中拒绝“非全”研究生报考的新闻发酵
后，一些高校陆续声援非全日制研究
生。8 月 28 日，电子科技大学发布针对
研究生的“用人单位 2020 年秋季线下
校园招聘指南”，明确禁止用人单位在
发布就业信息时包含学习方式（全日制
和非全日制）等歧视性招聘信息。
非全日制研究生遭遇的歧视，
一方
面是来自就业市场，
后者将其误会成了
此前的“在职研究生”，或者“非全日制
本科和专科生”，而另一方面则是来自
全日制研究生。
南都记者发现，
近日网络上关于此
的对立情绪强烈，
全日制研究生认为非
全日制“很水”，
而后者则批评前者是怕
被抢了蛋糕。
“我们学校的‘非全’
真的和全日制
是统一培养的，进去的分数都一样，我
们甚至分数比全日制高一些，
因为我们
是调剂的，
所以普遍分数都考得挺高。
”
北京某高校毕业的非全日制研究生范
盈说。
她认为一切应该以能力定高下。
范盈所报考的这个岗位有 20 人进入面
试，分数线是 127.5，她考了 141，
“应该是
挺靠前的”
。
学历和就业歧视问题事实存在，
这
从招生数据中也能看出来。根据中国
教育在线近日发布的《2020 年全国研
究生招生调查报告》，非全日制纳入统
考以来，多数高校未完成招生计划，有
超过七成的考生担心毕业后非全日制
文凭不被就业单位认可。
在陈羽看来，很不幸，他们担心的
问题已经被现实证实确实存在，
而且还
很严重。
问题以及影响可能还会持续。该
报告显示，2020 年各大高校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增加，
非全
日制却呈现缩减趋势。在非全日制纳
入统考的 2017 年，湖南大学非全日制
招 生 计 划 人 数 为 2400 人 ，2018 年 为
1700 人，
2020 年降至 1300 人。

【专家观点】
政府机构招人涉及政策导向
不应区分
“全”
与“非全”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看来，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的质
量“整体上存在差异”，
“也不排除一些人的
水平很高”。不过，这种差异是有限的。他
认为，用人单位做这样的区分，反映了社会
上用人标准当中的“学历意识”依然严重。
“用人应该看具体的人的能力，以及和工作
岗位的匹配程度。”
他说。
不同性质的用人单位，对学历与能力的
看重程度不同。南都记者发现，
严格区分全
日制和非全日制的往往是机关事业单位和
国企。
2020 届毕业生张航告诉南都，从今年 6
月开始，
他从身边听到的大部分消息都是国
企央企毁约，却没怎么听说私企有这种现
象，
他认为这应该是私企比较看重能力。
“国
家出的文件我们本来以为央企国企会带头
响应，没想到现在是央企国企不管，反倒是
私企认可。
”他说。
储朝晖也对这一现象提出批评。他认
为，
尤其是公务员考试中，应该是“能考上就
考上，考不上就考不上”，主要看个人能力，
而不是区分“全”与“非全”。
“特别是政府机
构招人，因为它涉及一些政策导向，不应该
有这样白纸黑字上的刚性要求。
”他说。
鄂尔多斯市日前已致歉和反思，
并责令
当地在以后严格贯彻落实相关文件。其实
在此之前，
不少地方的机关事业单位已经调
整了政策，例如北京市民政局于 2019 年 8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 2019 年北京市民政局所属
事业单位第二批公开招考工作人员的补充
公告》提出：
将本批次报名条件中“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取得相应学位”调整
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取得相应学
位”。
不少人认为，由于非全日制研究生属于
新鲜事物，
地方上贯彻不到位或可理解。在
今年这次质疑潮中，很多地方注意到了这个
问题，但仍有更多地方没有就此表示改正。
对于今年刚毕业就已遭遇拒绝的非全
日制研究生来说，无论那些用人单位致歉还
是不致歉、改正还是不改正，以及自己维权
还是不维权，时间和精力的损失都已经无法
挽回。
鏖战数月考公务员，在面试环节被告知
无资格的陈羽感到失落和无奈。他说，之前
一直在准备考公，没有找其他工作，现如今
只能重新投简历了。
王艺上个月刚与公司解约，档案从学校
到公司兜了一圈，最近才被寄回学校，第一
段求职经历彻底结束了。但是她明白，自己
要尽快从这次求职阴影中走出来，
一切从头
开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艺、陈羽、范
盈、张航均为化名）
（胡明山 王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