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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招聘薪资较去年同期微涨

《报告》 显示，2020 年春节后，国内倾向于招聘
海归人才的职位平均招聘薪资为 7481 元，较 2019 年
同期提升 7.3%，但仍远低于海归人才的平均期望薪
资。

从规模上看，海归应届生同比增加 72.9%，但截至
2020年3月底，相关岗位规模较去年同期回落19.5%。其
中，百人以下小微企业的招聘需求同比回落超过 30%，
万人以上规模的企业对海归人才的招聘需求较同期增长
了 13.1%。而在归国的应届毕业生中，留美学子占比最
高，达 21.1%。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四国仍
是主要留学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活跃于国内求职市场的 2020年应届
海归毕业生中，硕士及以上学历比例的求职者近六成，
学历水平普遍较高，是竞争最为激烈的群体之一。但海
归硕士的平均期望薪资仅略高于国内硕士，展示出了较
为理性的求职目标薪资。然而，相较于海归硕士，海归
本科应届生的期望薪资虚高，较国内应届本科毕业生高
出44%。

在业内分析人士看来，对于非国际一流高校毕业
的本科海归应届生，国内求职市场的雇主在整体上并
未展现出特别偏好，求职者较高的心理预期很容易
落空，建议基于自身能力与市场形势对期望薪资进
行调整。

从人才专业结构来看，管理学、工学、经济学中海
归人才储量高，其中管理学位居榜首。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应届毕业生中医学专业海归比例仅为 0.8%，显
著低于国内医学专业人才均值5.1%。

超半数海归期望在一线城市发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英国利兹大学留学的李澄
临时更改了自己原定于今年7月返回国内的计划，3月中
旬便已回国，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海外生活。

“就业首选是去上海，感觉在那里海归会有更多机
会，尤其是面向应届毕业生有不少优惠政策，我也很喜
欢长三角的氛围。”李澄说。

李澄的选择也代表了不少归国留学生的想法。根据
BOSS直聘研究院的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2020届海归期
望在一线城市发展，其中，上海的吸引力排名榜首，达

19.2%，北京以17.3%位列第二，深圳和广州分别以10.3%
和5.0%位居其后。

然而，相较于 2019年同期，今年海归应届生在城市
选择上的分散程度明显提高，选择一线城市的归国留学
生下降了8.3个百分点，这其中的大部分转移到了“新一
线城市”，吸引了 30.1%的海归人才。事实上，随着杭
州、成都、西安、重庆等城市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新一
线城市”已展示出了极强的人才号召力，也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海归选择落脚城市的意愿。

与此同时，海归期望发展的行业分布也值得关注。
23.2%的海归期望进入互联网与 IT行业工作，位居榜首；
教育培训行业以15.5%位居第二；金融行业排名第三。作
为传统的海归人才吸收强势行业，首选金融行业的海归

毕业生占比达 12.1%，而在国内毕业生中这一比例仅为
5.1%，分化较为明显。

从用人单位角度来看，今年春招期间，教育培训、
互联网与IT行业成为吸纳海归人才的主力行业，无论是
招聘需求还是招聘行为，教育培训与互联网行业都在吸
纳海归中分列前两位。专家指出，纵观近年来的归国留
学生就业市场，除了长期以来大量吸纳留学生的金融和
专业服务行业中的跨国公司及本土巨头企业外，其它海
归岗位仍以语言教学、留学业务、海外市场和市场营销
等方向为主，海归人才招募职位的多元化程度仍待提
高。此外，优质雇主对归国留学生的学校质量及专业技
能要求逐渐提高，没有扎实基础的留学生在国内求职市
场上已丧失了特别竞争力。

几十个面向十几个国家、500 人的微信
群里，海外同胞的求助信息在不断增长，为
了分担医生的答疑压力，群内有海外同胞志
愿做起了“义工”，负责不断归纳并整理群
内问题。

求助群内，信息发布有包含年龄、性
别、症状及过往病史在内的固定格式，义工
会收集问题并总结答案。若是求助人的问题
在此之前医生已在别的病例中答过，义工会
分享出类似答案供其参考，以此提高了求助
问题的轮转效率，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医生
的工作量。

在国内医生接力直播向海外同胞传递

战疫力量的过程里，不少华侨华人、留学
生也想在直播中出份力。瑞士站时，医疗
专家组的直播问诊活动海报设计得漂亮且
创意十足，这是一位巴塞尔大学艺术系学
生的手笔，当地的华人社团邀请她为每位
参与直播的医生制作了素描画像——医生
们身穿白大褂、目光炯炯。事实上，直播
活动的每一站，都收到了当地不少海外同
胞的热心支持，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有
的帮助解决直播中的技术问题、有的帮忙
联系连线嘉宾、有的设计直播环节、有的
出力收集问题……每个人的力量结结实实
地拧成了一股绳。

严丽说，直播活动进行了几场后，原本
的技术供应商突然退出合作。那时，她身边
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在想办法帮忙联系直播渠
道，甚至连严丽孩子的家教老师都去自己入
驻的网课平台，帮医疗专家团队咨询能否协
调进行海外直播。“好人太多了！这是十几场
直播给我最大的感触。我们都是平凡的人，
但每个人都想为抗疫出力！像我们是医生，
这就是我的战场。”

“我也不太会做别的事情，医生可能是我
唯一擅长也喜欢干的活儿，我要尽全力把它
做好。”严丽说。而这，道出了不少战疫海归
医师的心声。

“在小区里隔离需要戴口罩吗？”“感到恶心、想呕吐是否是新冠肺炎轻症
症状？”“核酸检测已呈阳性，但属轻症，只居家隔离有效吗？”……在3月28
日“全球云问诊——武汉医疗专家公益直播 （美国站） ”的直播间内，身在
大洋彼岸的华侨华人、留学生不断提问，焦急地等待着来自武汉战疫一线医
生们的专业解答。

截至目前，50多名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医生已
自愿接力完成了14场直播，面向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西班牙
等十余个国家，吸引了逾140万观众。参与直播的医生中多数拥有留学背景，
他们来自于20多个不同科室，从直播第一场只有几千人关注，到如今场均十
几万人观看，受惠群体越来越多，“主播们”也更有干劲儿。日前，本报记者
专访了3位参与“云直播”的海归医生。他们利用一块屏幕，给海外同胞送去
了来自祖国的支援。

屏幕两端，
架起战疫同心桥

本报记者 孙亚慧

“医生做手术，像主动
脉夹层这种手术一做需要
七八个小时，常常会很疲
劳，但一想到这七八个小
时 能 换 回 一 个 人 的 生 命 ，
我们觉得太值了！然而一
年到头又能做多少呢？即
使 是最优秀的心脏外科医
生，最多也就能完成 200 多
例，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与
此相比，网络直播这种形
式，医生可以同时向几十万
人分享经验，多帮一位算一
位——如何做好自我防护、
如何在已感染病毒的情况下
尽量不从轻症转重症……能
同时辐射到这么多受众，这
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习惯身穿白大褂或
手术服面对病人的同济医院
心脏大血管外科副教授程才
来说，“做主播”是一种新
的体验，他于 2010 年在瑞
士洛桑大学医学院获得医
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控
制语速、语言尽量通俗易
懂、屏幕调整到观众看起来
最舒服的高度…这些都是程
才在直播过程中收获的新知
识。而一开始，他与同事们
并没想过会做这么多场公益
直播活动。

“姐姐，你帮帮我们！”
3 月初，一则来自于意

大利米兰的求助信息让同
济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医 师 严 丽 的 心 揪 了 起 来 。
求助人曾在武汉战疫最紧
迫的时候捐赠物资，驰援江
城。现在，意大利疫情形势

严峻，很多在意同胞非常焦
虑，情急之下，她想到了向
严丽求助。

曾于澳大利亚访学的严
丽告诉本报记者，最初接到求
助信息的时候，她帮助海外求
助人进行自测并在线解答他
们提出的问题。但随着求助需
求的急速增长，严丽个人的力
量已远远不够，在院内教授群
里求援后，不少同事自愿帮
忙。至此，由程才牵头，一支面
向海外同胞的专业答疑团队
很快组建而成。

“微信群里能回答的问
题终究有限，为什么不做直
播？让更多人看到？”这话
给了医生们不小的启发，从
直播开始，同济医院医生们
的善举吸引了不少媒体关
注，许多机构也表示愿意提
供技术支持，以提高直播
效率。

每一站直播前，海外华
人社团会先征集求助问题，
以便医疗专家直播时能够有
的放矢予以解答。咨询的问
题既有衣食住行中的抗疫知
识，也有症状判断；咨询人
中既有还在读初中的“小留
学生”，也有 70 多岁的老华
侨。“很多时候，反而是紧张
焦虑的情绪放大了疫情所带
来的负面影响。”程才对本报
记者说，“现在一些海外同胞
看医生非常不方便，通过直
播，他们能与国内医生连
线，就觉得心里踏实了。安
抚心理情绪也是我们工作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授人以渔 直播分享11

4月1日下午，意大利站
的直播正在进行。在由会议
室临时改建而成的直播间
里，几张桌子间隔一至两米
的安全距离，分散摆放。把
屋子里能找到的矿泉水瓶、
泡沫盒子堆起来、架起电
脑，程才、严丽同另外两位
同事正在一起连线意大利，
解答同胞疑问。

留日海归、同济医院神
经 ICU 负责人王芙蓉也是直
播专家组成员之一，大家曾
间接帮助过的一位求助者让
她难以忘怀。“求助者的丈夫
当时的血氧已经下降到了 70
多，根据我们的判断这已经
是插管指征。我们紧急提醒
这位求助者，患者应该需要
呼吸器和插管辅助了。”王芙
蓉建议，求助人可以向主治
医生询问自己的丈夫是否需
要呼吸机介入。在与医生沟
通后，患者及时使用了呼吸
器及插管辅助。在争分夺秒
的战疫过程中，能为挽回一
条生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这正是这些医生不曾变
过的初心。

“跟武汉的医疗专家直接
在线互动，也给我们吃了一

颗定心丸。我们知道，祖国
就在身后！”西班牙站的在线
直播时，中国留学生芦赫动
情地说。

收看直播人数最多的一
场是在加拿大，有20多万人
在线观看，这的确出乎程才
的意料。他自己对这场直播
也非常满意，原因在于，直
播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非常
专业，能够更加精准地为海
外同胞提供防疫指导。

“直播前我们收集了 80
余个问题，并把它们进行分
类归纳。直播中，我们还与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教
授刘明耀进行连线，刘教授
是肺部疾病的世界知名专
家，这样的直接对话能让我
们医生之间更充分地交流 ，
而观众也可以在直播中收获
更多个人防护防疫的知识。”
程才说。

除了直播答疑，为方便
更多海外同胞在线问诊，同
济医院还在自己官方 App 和
微信公众号在线问诊功能的
基础上，开通了新冠肺炎海
外在线问诊专区，华侨华
人、留学生均可以向一线战
疫专家进行免费的图文咨询。

悬壶济世 在线问诊2

五湖四海 群策群力3

·本科海归薪酬期望偏高·留美学子占比最高·“新一线城市”受青睐

日前，知名招聘网站BOSS直聘发布《2020海归人才求职趋势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整体春招时间线出
现延后，四五月份新增的招聘需求值得海归求职者持续关注。

▲直播间内，武汉医疗专家公益直播组成员
正在与德国站的华侨华人、留学生远程连线。

（受访者供图）

海归助力全球战疫系列报道之二海归助力全球战疫系列报道之二战疫·有我

▶从武汉战疫一线
到如今与海外同胞分享
战疫经验，严丽始终践
行着自己作为医者的承
诺 。 她 说 ， 最 忙 的 时
候 ， 前 脚 刚 从 病 房 出
来，后脚就得找个角落
进行直播。

图 为 严 丽 （右 二）
与同事在一起。

◀对于王芙蓉来
说，除了在线直播分
享战疫经验，在同济
医院的新冠肺炎海外
在线问诊专区答疑也
是她现如今每日工作
中的重要部分。

图为王芙蓉在工
作中。

▲瑞士站时，一位巴塞尔大学艺术系的学生专门为医疗专家
们设计了漂亮的海报。图为程才 （左） 和严丽。

今春海归求职新动态
业 丰

▲为给受疫情影响的高校毕业生搭建线上就业平
台，共青团上海市委联合中智上海公司推出“云求职”
就业服务。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