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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就有市民向成都商报报料称，近段时

间以来， 到四川省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参加普

通话等级考试的考生猛增，甚至凌晨5时许

就排起了长队。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报

名参加普通话等级考试的人群中， 即将毕业的

大学生占了大多数，问及原因时，多数都

答：“找工作时，多个证书多条路”。

此前就有媒体调查显示， 近八成受访

大学生称， 因就业压力而加入到考证大军

中。很多大学生认为“证多不压身”，多考

一张证，毕业时就多一张就业通行证。

来自乐山师范学院的4名男生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他们都是大四学生，目前正在

找工作，由于都是非师范专业的学生，学校

的规定中并未对他们的普通话等级做硬性

要求， 因此之前学校组织的普通话考试他

们都没有参加。现在临近毕业了，发现找工

作并不容易。 在从学校处得知非师范专业

也能拿教师资格证后， 就萌生了申请教师

资格证的想法， 希望教师资格证能对他们

的就业提供帮助。 而要申请教师资格证就

需要有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资格， 于是

他们就结伴到四川省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

来考普通话。

来自重庆的一名大四学生也说：“马

上就要毕业了，现在工作不好找，我申请一

个教师资格证， 在择业的时候选择就更多

一点。”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就申请教师资格

证一事向四川省教育厅核实， 省教育厅

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2014年春季教师资格认定的网上报名时

间是4月1日～4月30日，而达到规定的普

通话水平的确是申请教师资格证的前提

条件之一。

女学生排队14小时

去趟厕所都难上加难

前天下午，上完最后一节课后，在达州

一所职业学校任教的张老师就匆匆忙忙跑

到了火车站，赶往成都。她此行只有一个目

的：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考试。马上要评职

称的她， 必须要在月底之前拿到普通话二

级甲等证书。

到了成都，她甚至晚饭都没有吃，直奔

四川省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 打算先熟悉

一下地方。可眼前的情形让她傻了眼，才晚

上8点多钟， 前面已经排起了几百人的长

队。她来不及多想，站到了队伍里。

在队伍的很前面， 小黄已经困得有些招

架不住了。小黄是遂宁一所幼师学校的学生，

眼看就要毕业了。“没有普通话二甲证书，就

拿不到教师资格证，工作都找不到。”和她同

行的是同年级的4个女生，为了争取一个靠前

的位置，她们前天下午5点半就守在黉门街36

号，到昨天上午8点半发号，她们守了差不多

14个小时，“晚上楼道里面排满了人，去趟厕

所都难上加难”。

“8点半发号，8点40分就把440个号都

发完了。” 测试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10分钟就发完了当天的所有号，而

排队的人数超过一千人。

外地考生

赶到成都考普通话

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还找到了1名来

自重庆的英语专业的大四学生， 因为四川

省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当周就能出成绩，

所以他特地赶到成都参加考试。

因为考试周期短、出成绩快，此前，刚

大学毕业应聘上海一家幼儿园的小雪（化

名），因为需要取得普通话水平证书，专门

“打飞的”回成都考试，一次没考过，甚至

还住进酒店，准备第二次考试。

四川省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和成都市

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都在去年9月引进了

测试机， 测试时间已从之前的20多分钟缩

减到了10多分钟，但在考生“扎堆”的时候

仍不能满足所有考生的需求。

测试中心建议考生尽量错峰考试，早

做打算，不要临近证件办理时才来测试。

千人通宵排队拿号

为考普通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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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的大部

分人表示，在就业中，除了学校的毕业证书

以及与所在行业有关的证书之外， 其他的

证书基本都没有用到过，“证书最大的用处

就是在招聘会上增加点自信而已！”

招聘者

自身素质比一摞证书更有吸引力

一家医疗机构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表

示，除了专业岗位要求有相关资格证之外，更

看重的还是应聘者的自身素质与综合能力。

老师

不支持学生为了考证而考证

大连海洋大学文法学院的老师程佳琳

建议大学生不要盲从地考证， 要根据自己

的兴趣和需要， 考取一些对未来有帮助的

证书，不支持大学生“为了考证而考证”。

职业规划师

考证要有目的性 别放弃本专业

职业规划师董丽萍曾遇到过一个大学

生要面试人力资源的岗位， 可在她拿出的

十多个证书中， 却没有人力资源从业资格

证，“考证要有目的性， 建议大学生还是要

学有所用，不要轻易放弃本专业。 ”

培训机构

有些证得不到认可 形同虚设

一家专业资格证培训机构的工作人

员表示，目前，有一些培训机构为了迎合

市场，开设了很多的培训课程，学员参加

完培训后，也只能得到结业证，而这些花

高价得来的证也往往形同虚设，根本得不

到国家与社会的认可，对将来就业无任何

帮助。

眼下，距离高校大学生毕业只剩两个多月，

为了在将来的就业中被“择优”录取，很多大学

生加入了“考证大军”。从4月初开始，一张大

学生“证途”拼成的照片成为网络热点，除了毕

业证、学位证、大学英语四六级之外，甚至连

品酒师、营养师、秘书职业资格证等

也都“榜上有名”。

不管当不当老师 先多留条路

师兄师姐告诉你：

找工作时 真有用的证没几个

大四学

生小张在大

学期间一共

取得了包括

大学英语等

级考试在内

的

5

项 等 级

证书 ， 而他

所有的证书

加起来达到

14

个之多。

抓好专业 通用证书最重要

■学业

超60%的受访

大学生表示， 会考与

本专业无关的证；由

于备考时间与专业课

时间冲突， 一些大学

生因坚持考证放弃了

学业，甚至影响毕业

■时间

在大学生考证的

过程中， 很多证书的

考取时间跨度也比较

大， 可能会需要一两

年甚至更长时间

■金钱

为报考注册会计

师， 一大学生投入

5000多元；考一次雅

思，报名费、培训费、

教材费等， 一次开销

就上万

隰

为什么要考普通话证？

隰

大学生多拿证，就越好找工作？

隰

哪些证最有含金量？

如今，面对纷繁的考证市场，哪些证才

有含金量呢？记者也做出了梳理，大学生考

证共分三大类，通用证书、能力证书与职业

证书。 其中通用证书是必考的也是最为重

要的，包括毕业证、学位证以及大学英语四

六级、 全国计算机二级证书。 在能力证书

中，可以根据个人能力的需要，考取全国外

语翻译证书，第二外语，驾驶证等。在职业

证书中， 需要根据未来就业的需要来有针

对性地考取。

对于大学生而言， 毕业证与学位证才

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职业证书根据未来就

业的规划，适当考取就可以了，甚至有一些

专业等级证书，在工作后考取会更容易些。

“考证热”

根在盲目

难在就业

有媒体报道， 大学生

平均每人至少要考两个

证， 最多的多达6个证。据

不完全统计， 大学生可报

考的证书种类多达100多

种，包括英语证书、计算机

证书以及律师、 公共营养

师等证书。

大学生为什么会如此

热衷于考证？因为就业。

从1999年高校扩招伊

始， 大学毕业生规模迅速

膨胀。2013年，全国高校毕

业生达699万人，比2012年

增加19万人，被称为“史

上最难就业季”。 可看看

2014年的就业形势， 似乎

好不到哪里。

市场规律就是这样，

供求关系一旦变化， 地位

也就有了云泥之别。于是，

用人企业越来越牛气，门

槛越来越高， 光拿个毕业

证，人家理都不想理你。企

业越来越注重应聘者的能

力，却又少了发现、挖掘、

培养的耐心和兴趣。 想证

明你有能力， 简单， 拿证

来。于是，那些即将大学毕

业的骄子们只能整日奔波

于“证途”。 因为多一个

证，就多了一分希望。

证多，是因为盲目。许

多手拿毕业证的大学生，

对于就业， 知其然却不知

其所以然，只知道要好的，

不知道要什么样的好的。

为考证

他们失去了

什么？

大学生

“证途”

其中，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占了大多数

达到规定的普通话水平是申请教师资格证的前提条件之一

很多大学生认为“证多不压身”，多考一张证，就业时就多一张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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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里，等待拿号考普通话的人排起队

超过

1000

人排队考普通话，图为排队现场

本版稿件除署名

外，综合中国青年报、

半岛晨报、人民日报

大学生要考多少证，你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