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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三全育人”视角下高校大学生“慢就业”现象与改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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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全育人”就是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高校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
挥社会主义教育的育人优势，为毕业生提供明确的发展方向，进而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社
会的发展，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越来越突出。本文基于“三全育人”视角对大学生“慢就业”
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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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Phenomenon of "Slow Employment" and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wide Education"
ZHANG Youpeng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ree-wide education" means the whole staff education,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all-round education. College should adhere to the basic task of moral cultiva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socialist education, provide clear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graduates, and the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phenomenon of "slow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slow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wide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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