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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范启蒙 崔廷强）
又是一年毕业季，无数大学毕业生即将
开启新征程。留在青海，还是外出打拼，
这成了很多大学毕业生面临的选择。五
月下旬，西海都市报记者采访了青海大
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的部分
毕业生。

5 月 21 日下午，青海民族大学的新
校区门口，谈到毕业后的打算，正在等
车的马文川说，他会在青海发展，因为
家里亲戚朋友都在这里，会给他很多帮
扶，另一方面是已习惯了在青海生活。

5 月 22 日中午，青海大学校园内人
来人往，拿着行李的向旭伟准备踏上去
北京的列车，他准备做“北漂一族”，去锻
炼一番。虽然他的家乡在湖南，但他表
示想去不一样的地方看看。

青海师范大学校院内，学生们三五
成群聊着天，而一些人则很安静地独自
前行。几名女生说说笑笑，出了教学
楼，她们是一个寝室的室友。

对于毕业后的打算，周洁说：“我在
西宁长大，很喜欢这里的生活，工作在这
边找好了，想在这里继续生活和工作。”

几名女生中，何丽来自外省，但她不
打算回家乡发展。何丽说，因为在西宁
结识了很多好朋友，在一个城市工作，大
家可以相互帮助。而且父母认为青海的

发展越来越好，未来提升空间很大，希望
她留在青海发展。

提起毕业后的计划，张一杰则想去
更大的城市，虽然会很艰难，但他要去试
试。张一杰的家乡在陕西，但他没考虑
回家乡发展。

据青海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于 2018
年底发布的《青海省 2018 届普通高校毕
业生就业质量白皮书》（以下称“白皮
书”）显示，2018 年，青海生源有 14090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74.45%，留在青海省
的有 11369 人，占青海生源的 80.69%，而
外省生源有 4836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25.55%，留在青海省就业的 1156人，占外
省生源的 23.90%。

“其实，学生们去哪里发展，都是自
己的决定和追求，留在已适应的环境或
去新的地方‘探险’，这两个选择都应该
被尊重。但不必讳言，现在大多数毕业
生身上的问题是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对
真实社会环境仍很模
糊。一些起薪低、偏
远或者不感兴趣的工
作被忽视，就想找区
位好、起薪高或者待
遇好的工作。这种放
不下的伪优越感是一
种障碍，对生活和工

作都是。”青海师范大学的老师郭占龙
说。

也有大学老师们认为，毕业生应该
先就业，再择业，在实践中发现自己的能
力水平适合哪种程度的工作，认清自己，
脚踏实地，量力而行。不同地区的发展
水平不同，人才水平和用人的考量标准
也不一样。毕业生通过实习和初期工作
摸清环境是必要的。建议毕业生要努力
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只有不断提升自
己，才有追求更好生活的基础。

又到毕业季，大四学生面临新选择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禹）6 月 9 日 9
时，有市民向西海都市报反映，西宁小桥
大街汇吉阳光丽景小区 27 号楼前的绿
地下陷开裂。

当日 10 时许，记者在阳光丽景小区
27 号楼前看到，部分绿地下陷，从楼体
向处延伸出来的消防管道裸露在外面，
楼体前塌陷的宽度约一米，坑内有积
水。

塌陷坑周围地面还有几道裂缝。阳
光丽景小区新汇洲物业的工作人员在现
场处置。

“早晨我出门的时候看到了这处塌
陷，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小区
住户李女士说。

住户谢先生说，晚上天太黑，谁都没
有注意，这个太危险了，希望相关部门好
好检查一下。

据现场的物业工作人员介绍，此次
绿地下陷开裂是因连接楼体的消防管道
渗水所致，楼体前花园为湿陷性黄土，遇
水极易导致塌陷，这次塌陷不会对楼体
造成影响。工作人员表示，抽干积水后
修复管道，填平塌陷绿地。

西宁一小区绿地下陷开裂

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 随着高考的
结束，和一年一度毕业季的来临，不少家
长及学生将毕业旅行提上日程。记者从
各大旅游平台、旅行社了解到，从 5 月中
旬开始，毕业季主题游进入预订和出行
高峰。

西宁人气暴涨400% 高铁游成首选

虽然高原的夏天姗姗来迟，但青海
的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高考的结
束，不少考生和家长选择外出释放压
力。记者从携程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
解到，高考后一天内，毕业旅游相关线
路产品的搜索、预订量大幅增加，西宁
旅 游 产 品 的 搜 索 量 相 比 之 前 暴 涨
400%。根据高铁游数据显示，在出行的
毕业生中，选择铁路的人最多，占比接
近 60%。其中，选择乘高铁的人超过了
半数。

记者查询携程、去哪儿、飞猪等网上

预订平台发现，6月 10日至 6月底，重庆、
杭州、上海、北京、成都、广州、西安等地
到西宁的高铁票显示余票不多，机票很
难有五折以下的优惠票，只有部分航班
在夜晚时间段有折扣机票。

西宁市经济型酒店、连锁酒店、星级
酒店预订价格普遍在 200 元至 600 元之
间，价格虽有上涨，但涨幅在一百元以
内，而且预订当天就能入住。但茶卡盐
湖、青海湖、黑马河等热门景区周边的住
宿已经开始热起来，部分酒店目前显示
房间都已订完。

青海毕业生最爱北京、成都和西安

对于外省的毕业生来说，青海湖、
茶卡盐湖、祁连等地是学生们最向往的
毕业旅行目的地。那么，青海的毕业生
最喜欢去哪儿？携程集团陕西区公共
事务经理孙为立介绍，青海高考毕业生
最爱去的十大目的地为北京、成都、西

安、上海、重庆、杭州、广州、青岛、三亚
和厦门。

根据携程度假产品的大数据显示，
从目前毕业游的搜索预订看，35%的毕
业生花费 1700 元以下，主要是国内中短
途 线 路 ；24%的 人 计 划 花 费 1700 元 到
2900 元，以国内 3 天到 5 天的跟团游、自
由行产品为主。有 41%的人花费 2900元
以上，比例最高。

6 月 11 日，记者在胜利路一家旅行
社店内看到，有不少父母带着孩子到旅
行社咨询报名。“高考结束，我们一家打
算去东南亚国家放松一下。”在旅行社咨
询线路的市民马女士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跟团游、自由
行、定制游、门票玩乐成为毕业旅行的“人
气王”。旅游平台和省内各大旅行社为毕
业生家庭设计的包括各类网红玩法的毕
业旅游团，以及适合高考生与父母出游的
私家团，预订量是去年的两倍以上。

旅游升温 西宁人气暴涨400%

“祝小公主健康快乐，做只开心
的豹豹。”“生日快乐，祝眼睛越来越
大。”

祝福墙上，贴满了写着祝福语
的便笺。

雪豹傲雪家门前的秋千架下，
是一个用皮球玩具、白菜、兔子做成
的巨型生日蛋糕。这是野生动物园
的工作人员在给傲雪过 3 周岁的生
日。

6 月 10 日，西宁野生动物园雪
豹馆门口，挤满了前来参加这场别
样生日会的游客。

人们期待与雪豹傲雪见面的时
刻，看傲雪享用生日蛋糕的幸福瞬
间。

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
了……紧闭的铁门还是没开。

等等，傲雪还没睡醒。雪豹傲
雪喜欢熬夜，白天就有些慵懒。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
等在你门口为你庆生，而你却在“被
窝里”睡大觉，丝毫不在意。

好吧，毕竟今天的主角是你，傲
雪，你说了算！

终于，铁门开了，傲雪还是迟迟
不肯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自己生
日的快乐。

过了很久，威风凛凛的傲雪公
主探出脑袋。

傲雪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守候在
它家门口的人群和一堆拍摄机器，
立马回雪豹馆了。显然傲雪很低
调。

再次见到傲雪的时候,已经是半
个小时后了，但游客们仍然欢呼雀
跃。

面对游客似火的热情，傲雪不停
地环顾四周。它浅蓝色的眼睛，像极
了高原上清澈的湖水，灵动迷人。

3 岁的傲雪，体重 35 公斤，体长
90厘米，虽然“窈窕”但很调皮。

傲雪时而在围墙上来回踱步，
时而在假山上反复跳跃，但就是不
肯享用生日蛋糕。

“平时，每天早晨只要打开雪豹
馆闸门，傲雪会飞速冲出来，然后在
门口等大豹爷爷（大豹爷爷是住在
傲雪隔壁的年老雪豹）。如果大豹
爷爷没出来，傲雪会回去叫大豹爷
爷。只有大豹爷爷出来了，傲雪才
会安心玩耍。今天傲雪不肯享用生
日蛋糕，应该也是在等大豹爷爷。”
雪豹饲养员说。

热闹是别人的，而傲雪心里只
有隔壁大豹爷爷。原来，它是个懂
事的小公主。

“大学是在青海读的，是我第二
个故乡，今天和儿子一起给雪豹过
生日，简直太幸运了。遗憾的是下
午要赶火车，不能目睹傲雪享用自
己的生日蛋糕了。希望傲雪健康快
乐地成长。”来自四川的游客马红梅
说。

“西宁野生动物园里，经常有大
量前来看雪豹的游客。今天给傲雪
过生日，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关注雪
豹以及三江源生态环境。唯有了
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
唯有行动，才有希望。”西宁野生动
物园园长齐新章说。

傲雪，2016 年 6 月 10 日出生在
西宁野生动物园雪豹馆。1 周岁生
日时，它的身份对外公布，同时启动
了征名仪式，最终“傲雪”在微博、微
信双平台投票中胜出。

雪豹是一种濒危猫科动物。雪
豹 60%的栖息地在中国。上世纪开
始，由于非法捕猎等多种人为因素，
其全球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目前估
计野生种群在 3500只至 7000只。

小雪豹傲雪3岁啦
本报见习记者 马璞馨 李玉清

绿地下陷开裂。 本报见习记者 刘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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