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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精神”
对海归有特殊意义

嘉兴，自古为繁华富庶之地，
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美
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座美
丽的江南水乡，更因为有着中国革
命源头的象征——南湖红船而成为
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革命纪念地。

1921 年 8 月初，中共一大在浙
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
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这条游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
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它见证
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变革，
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复兴梦。

在庄严肃穆、恢弘大气的南湖
革命纪念馆，海归代表认真听取讲
解，不时凝神观看各种展品。大量
详实的历史资料、文物，述说着中
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述说着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历程。

在一幅清末时期的西方列强在
中国势力范围图前，四川大学建筑
与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沄璋驻
足良久。这幅图让他深刻感受到山
河破碎的触目惊心，以及新中国的
来之不易。“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
个民族危亡的时刻站了出来，从最
早参加中共一大时的代表 13 人、全
国党员 58人，发展到现在近 9000万
党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靠的
是什么？靠的就是‘红船精神’。”
李沄璋说。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
精神永恒。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刘书瀚
告诉记者，“红船精神”在今天对海归
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留学报国”是
欧美同学会一以贯之的光荣传统，这
次瞻仰红船，是一次寻根之旅、思想
之旅、理想之旅。“广大海内外留学人
员都有拳拳爱国之心、殷殷报国之
志，把实现个人理想、个人志向和国
家发展、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结合起
来。”刘书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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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国各地的海归代表展开寻根之旅、理想之旅

“红船精神”照亮赤子报国心
本报记者 孙 懿文/图

来自全国各地的海归代表展开寻根之旅、理想之旅

“红船精神”照亮赤子报国心
本报记者 孙 懿文/图

4月绵绵的细雨悄然滋润着之江大地，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处
处春意盎然。

9日—12日，欧美同学会举办的“知国情 话自信”海归系列恳
谈会在浙江展开。2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海归代表走访嘉兴、安吉
等地，探寻南湖的红色印记，考察“两山”理论的发展实践，了解
海归在当地创新创业情况，感受春日神州的勃勃生机。

给国内海归
创业环境点赞

在嘉兴市嘉善县，有一座占地面积
33..0404平方公里的科技园平方公里的科技园，，园区入口处巨园区入口处巨
石上石上 44个大字格外醒目个大字格外醒目——““中国归谷中国归谷”。”。正正
如其名如其名，，这座具有江南特这座具有江南特色的小镇是嘉善专
门为归国留学人才打造的创业、生活示范园
区。

园区负责人介绍说，归谷是嘉善践行
“两山”理论的集中体现，是“浙江嘉善县域
科学发展示范点”建设的重要组成。园区致
力于集“海归之智”，创“智慧之眼”，努力
打造新一代海归的圆梦工场。

归谷对海归敞开怀抱的气氛，让前来参
观的海归代表有一种宾至如归之感。他们饶
有兴致地询问园区政策和发展情况，并与入
住企业代表展开交流。意大利 （法国） 高级
专家组织驻华代表瞿柯一直从事制药和医疗
领域中欧合作方面的工作。当得知园区主要
聚焦人工智能和健康医疗两大产业领域时，
瞿柯表示，嘉善的区位优势极好，也有着很
好的产业基础和人文环境，他十分愿意为当
地开展制药和医疗领域国际合作做一些工作。

“两山”创客小镇和安吉科创园，是海归
代表此行考察的又一创新创业基地。得益于
对海归人才的高度重视和优秀的人才引育政
策，安吉县目前引育的国家“千人计划”人
才已经多达 25 名。当了解到这一数字的时
候，海归代表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几个园区的参观给我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的 印 象 ，”，” 陈 海 嬿陈 海 嬿
说说 ，“，“ 尤 其 是 创 新 的 工 作 模尤 其 是 创 新 的 工 作 模
式式、、优质的人优质的人才计划和极佳的
工作环境，都非常值得借鉴。”

李沄璋感叹如今国内海归
创业环境：“我们应该感谢这个
时代，是这个时代给了我们留
学归国归国人员大展拳脚的机会。”
他表示，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
更需要海外留学人员凝心聚
力，团结一心，主动担当，承担
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感受“两山”理论
的重大力量

走进吉安县余村，一幅美丽的乡村
图景跃然眼前：远处群山苍翠、竹海连
绵；近处草木掩映、溪水潺潺。

在村里新落成的电影院，海归代表
们观看了一段余村生态发展的纪录片。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今天如此美丽的
余村，在上世纪 80年代至本世纪初，当
地的生态环境曾因大搞“石头经济”而
遭到过严重破坏。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在余村考察时，得知村里关闭矿
区、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后高度评价
说：“下决心关停矿山是高明之举。”并
首次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强调不以环境为代价去推动经济增
长。同年 8 月 24 日，在发表于 《浙江日
报》“之江新语”专栏的《绿水青山也是
金山银山》 一文中，习近平这样阐释：

“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
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
山，又要金山银山。”自此，“两山”理
论从余村逐渐唱响，推向全国。

如今的安吉余村，因为“绿色”闻
名遐迩，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产业迅速
发展，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 2005 年
的8732元增加到2017年的4万余元。

徜徉在余村油菜花田旁的绿道上，
海归代表赞叹美景的同时，也感受到了

“两山”理论的巨大力量。“‘两山’理
论在权衡利弊中找到了转化之机，在超
越两难困境中找到了双赢之道。”北京
亿康佳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嬿如
是说。

在李沄璋看来，“两山”这一论断十
分具有哲学性，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
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
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甘肃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段
建玲是西部大开发引进的留学归国人
才，在甘肃工作了 17 年。她告诉记者，
自己非常关心甘肃的生态发展和扶贫工
作，并做了大量相关工作。她说，希望
通过这次考察，把好经验带回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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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就业市场分化现象明显,有的火热抢手，有的求职不顺——

面试机会都不给？不可能！
本报记者 孙亚慧

近日，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访问并参
观了位于深圳的柔宇科技公司。柔宇科技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刘自鸿与安德鲁王子深入交
流，并向其赠送了柔宇科技量产的全球首款消
费级可折叠柔性屏手机柔派（FlexPai）和智能手
写本柔记（RoWrite）。

第一次体验折叠屏手机的安德鲁王子对柔
派的设计、0°-180°自由弯折的便捷和流畅系
统等都表示称赞。在现场，安德鲁王子说：“这太
酷了！”访问结束后，安德鲁王子马上在推特上发
布了自己体验柔派产品的照片。

柔宇科技由 3 位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斯
坦福大学的博士 2012 年在中国深圳、香港及美
国硅谷同步创立，现已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独
角兽科技创业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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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竞争力分化

“我前不久刚参加了一场留学生回国就业的春
季招聘会，企业给出的待遇多数是‘六险两金’
或‘八险两金’，都挺不错的。”年初刚从澳大利
亚回国不久的小潘告诉记者。招聘会上，他与两
家企业达成了签约意向，准备“再看看”是否还
会有更好的选择。

小潘表示，自己的不少同学从美国、英国的著
名高校毕业回国，都找到了理想工作，“无论在国内
还是国外学习，最重要的都是学生本人的态度。学
习不踏实、技能水平低，都难以找到好工作。”

在某国企控股公司从事人力资源和招聘工作的

小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用人单位基本还是
根据业务和岗位特性招聘，优秀的海外学习背景毫无
疑问极具竞争力。“以我们公司为例，招聘以融合为
主。因为公司职位对英语的要求较高，需要对英文条
款把控能力强的人才，所以社招主要是看工作经验，
应届生的校园招聘则偏向于针对海归。”小徐说。

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小徐表示，招聘市场
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看国外文凭就给offer”的
时代已一去不返，“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
去’，对优秀海归的需求量很大，也提出了很多指
向性强的岗位要求。”

本土人才有优势

国内高校培养质量的提高，的确在一定程度
上淡化了海归的“光环”。留法回国的孙贺认为，
得益于本土毕业生求职过程中“天时地利人和”
的优势，海归在信息渠道方面并不占优。

“本土高校的秋招、春招很早就会开始，学校跟
企业接洽频繁。现在，很多学生在读书期间就拥有
适应和接触中企的机会，相较于留学生，这是很大
的优势。”孙贺告诉记者，“我在国外学习、实习、工
作，然后回国。我没有经历过在国内找工作的过程，
所以回国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陌生。”

在他看来，对本土文化了解深入、知道如何
与企业打交道，会在求职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
而这恰恰是国内高校毕业生的长处，另外，其所
拥有的导师、学兄学姐等诸多人脉资源，也是本
土优势的体现。

回国近 10 年的孙贺，对中国如今在产学研深

度融合和校企合作方面取得的成绩感触颇深。“我
刚回来的时候，中国高校与企业间的合作还没有
如今这样广泛、完善。国内高校毕业生现在拥有
了更多机会和条件。”他说。

求职心态需摆正

全球化智库与智联招聘在去年8月联合发布的
《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显示，认
为自己收入高于甚至远高于预期的海归不足 1%，
80%的海归认为收入水平低于预期。同时，逾七成
海归认为所在的工作岗位与海外所学专业匹配度
不高，超过半数海归有更换工作的经历。

预期与现实存在落差，为弥补落差便选择跳槽。
业内专家认为，有些留学生回国就业时的低稳定性和
高流动性，客观上影响了用人单位尤其是一些实力一
般的企业招聘海归的意向。“留不住”“用不好”，便干
脆不招了，也体现了一部分招聘者的心态。

智联招聘首席执行官郭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应聘者应摆正求职心态，深耕某一方面并不
断积累经验。留学经历对于求职者来说是综合赋能，
并不只体现于一朝一夕，立足于整个职业发展的角度
来综合考量，提升能力、持续学习更为重要。

孙贺认为，留学生回国后“第一份薪水”的
高低或许没有那么重要。“出国留学的意义有很
多，了解更广阔的世界是更重要的目的。不同的
国度、不同的风土人情，每个留学生本身就是交
流的窗口。过分关注‘第一份工作薪水的高低’
显得片面和短视，留学所带来的视野和多层次的
知识结构将会持久地影响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

这些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某位博士的调查
研究结果在社交网络上引发热议。其中显示，在
中国求职市场上，本土大学毕业的求职申请者得
到招聘者的回复率比美国大学毕业的求职者更
高，甚至从美国名校毕业的求职者得到的回复还
没有中国本土一般大学毕业生得到的回复多。

该信息引来多方讨论。行业分析人士指出，
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大相径
庭，也会与事实存在较大出入。该研究的权威
性、科学性有待证明，但有一个趋势值得注意，
即如今海归就业市场越来越呈现出分化特点，市
场对高层次人才需求大，优质海归非常抢手，而
竞争力相对较弱的留学生，求职遇冷的现象则时
常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