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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要为9月宝宝割肝续命

羊卓雍错冬景（12月7日无人机拍摄）。
羊卓雍错简称羊湖，位于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境内，自然景色壮丽奇美。冬日暖阳下

的羊湖，波光粼粼，别有韵味。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羊湖冬韵羊湖冬韵

近期，“企业停止招聘”“缩减岗位”“裁
员”等消息屡屡传出，又被各家企业——辟
谣。58同城新近发布的《第十六届中国大学
生最佳雇主调研综合报告》显示，六成企业
对大学生招聘需求上升，计算机、金融、机
械成为招聘的热门专业。国内大学生平均期
望薪资8431元/月，企业平均支付薪资7915
元/月，企业校园招聘重点考察因素中排名
前五的依次是专业背景、院校背景、学历、
实习经历和学科成绩。

互联网金融通信都是就业热门互联网金融通信都是就业热门

本次调研对象主要为本科学历大学生，
占比 82.51%；其次是硕士研究生，占比
15.10%；博士研究生，占比 2.39%。调研覆
盖国内各区域的60个城市，共291所高校。

报告显示，从大学生求职首选行业来
看，IT/互联网、金融、通信及制造行业排
名靠前，随着 AI、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兴
起，泛IT行业一直是就业热门，而金融、通
信行业由于收入高、工作环境好，成为大学
生心目中的理想选择。与此同时，随着近年
来制造业转型升级，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
迈进，制造业热度上升，更多大学生愿意投
身制造业。

从海外留学生求职城市上看，一线城市
由于具有发达的经济、完善的教育医疗服
务，成为海外留学生的首选。从海外留学生
的求职岗位上看，专业服务、金融、IT/互
联网和通信等岗位十分热门，咨询行业受到
留学生更广泛的青睐。

国内应届本科生期望薪资超国内应届本科生期望薪资超80008000元元

报告显示，国内应届生平均期望薪资
8431 元/月，企业平均支付薪资 7915 元/月，
二者差距不足1000 元/月，相比去年明显缩
小。这说明，受到高校就业指导、网络招聘
报告等信息的影响，岗位供需方薪资信息更
加对称，同时，由于受到经济增速放缓的影
响，校园人才竞争更加激烈。

报告还反映出，求职热度最高的十五个
城市，大学生期望薪资排名前三位的依次是
北京、上海、南京，平均期望薪资分别为
12992 元/月、12070 元/月、9771 元/月。企
业支付薪资排名前三的城市为北京11463元/
月、上海10689 元/月、南京8743 元/月。大
学生期望薪资与企业支付薪资最高城市排名
一致，这说明，高薪岗位所在的城市是大学
生心目中理想的求职宝地。

从海外留学生的期望薪资上看，由于海
外留学生在学习费用、生活费用上的支出更
大，因此期望薪资范围高于国内大学生。不
过，在企业支付薪酬上，海外留学生与国内
大学生没有差异。这是由于此次调研的结果
显示，超过六成的企业非常看重求职者的实
习经历。而海外留学生仅持有留学签证无法

在当地找到实习工作，回国实习又受到现实
时间和距离的限制，这导致他们在实习经历
方面略有不足。

企业多考察专业院校实习经历等背景企业多考察专业院校实习经历等背景

报告还显示，今年六成以上企业校园招
聘需求较去年有所上升，金融行业中近五成
企业表示需求增加，房地产行业中近四成企
业表示需求增加。

据58同城的调研数据，企业校园招聘主
要目标专业类别的前三位依次是计算机类、
工商管理类和机械类。随着信息化的普及，
计算机类人才需求快速增长，除了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各行业都加入
了计算机类人才的争夺中。工商管理类专业
是各行业共有的需求，同时也是高校人才培
养数量较多的专业，就业灵活度较高。制造
业的复苏让机械类专业的招聘需求增加，这
类专业人才也受到企业青睐。

而企业校园招聘重点考察因素中排名前
五的依次是专业背景、院校背景、学历、实
习经历和学科成绩。其中，企业对实习经历
及学科成绩的看重程度的提升相比其他因素
更显著。

58英才招聘研究院院长李妍表示，很多
企业更注重大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解决问
题的能力和专业能力，这种务实的人才需求
导向也会反过来对大学生的学习和大学生活
带来积极影响。

华为阿里腾讯等被评为最佳雇主华为阿里腾讯等被评为最佳雇主

58 同城还评选了“中国卓越雇主”“中
国赋能雇主”“中国大学生最佳雇主”“海外
留学生最佳雇主”等15个奖项，华为、阿里
巴巴、腾讯、海尔集团等企业均上榜。此次
评选以全新升级的CBCD3.0为调研模型及雇
主品牌评选的理论基础，通过公众影响、职
业发展、企业文化、工作效益四大维度16项
指标对参选企业进行评选。

58 同城 CEO 姚劲波表示，互联网、计
算机、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催
生了众多新兴职位，也为乡村就业带来了多
样化趋势。58同城已从信息平台升级为服务
平台。除了提供基础信息服务，58同城也在
生活服务领域不断延伸和连接，在占据一二
线城市招聘市场绝对份额的同时，也在通过
下沉三四线城市的方式，满足就业市场的多
样化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半年前，58同城结合线
上招聘经验打造残疾人专属招聘产品，58同
城残疾人招聘湖南专区上线，残疾人求职者
可根据自身情况精准匹配适合的岗位。平台
上线半年后，APP 端、PC 端累计访问量近
40 万，通过电话及投递简历应聘总量近 1.3
万，切实为当地残疾人促进就业提供了有效
帮助。 本报综合消息

“再苦再累再难，我绝不放弃可怜的孩
子，我要尽我最大的力气。”25 岁的葛牵
云，在扬州北郊江阳佳园小区的家中，泪眼
朦胧，但对记者说这番话时，语气坚定。她
口中“可怜的孩子”小雨才9个月大，却患
了“先天性胆管闭锁”，胆汁无法流进胆囊，
全部淤积在肝脏，解决的办法只有换肝。
让葛牵云无助的是，她和孩子的爸爸张东
（化名）虽然举办了婚礼，但由于张东未达
到法定婚龄，两人并未领证。现在张东面
对孩子的病情退缩了，这一切只能由她独
自承受。虽然无助，但葛牵云还是决定割
肝救子。

打工青年打工青年““结婚结婚”，”，但没领到结婚证但没领到结婚证

葛牵云所住的江阳佳园小区，远离扬
州市区，位于四楼的房子是她爸爸葛祥和
妈妈辜书兰辛苦打工挣来的，面积也不
大。葛祥是镇江丹徒人，辜书兰来自淮安
涟水，两个人在扬州打工相识后结合，葛牵
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

葛牵云告诉记者，前年自己在扬州一
家电子厂上班时，认识了同在厂里上班的
张东。张东是连云港农村人，比她小3岁，
人长得帅气，和她也谈得来，两人很快就确
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但辜书兰对张东却不太中意，“我反对
的原因，一个是张东比牵云小3岁，年龄太
小；还有一个是他脾气不太好，任性。”

反对归反对，最终辜书兰和丈夫还是
没有拗得过宝贝女儿。去年8月，葛牵云
和张东回连云港农村张东的老家举办了婚
礼，辜书兰和丈夫葛祥也去了。从连云港
回到扬州后，辜书兰还按照当地习俗，为女
儿操办了“回门酒”。结婚仪式都办了，但
两个人的结婚证却没有领，原因是张东没
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他是1996年12月出
生的，要到今年 12 月满 22 周岁时才能领
证。”葛牵云说。

领到结婚证只是时间问题，大家并未
十分在意。今年 3 月 5 日，儿子小雨的降
临，为张家和葛家增添了欢乐。在属地扬
州市公安局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
平山派出所做了笔录文字材料说明婚姻情
况后，孩子的户口也上好了。

男婴降生男婴降生，，查出重症查出重症““击碎击碎””家庭平静家庭平静

一家人没有想的是，活泼讨喜的小雨
竟然查出重症！孩子出生第42天时，在扬
州苏北人民医院例行体检。医生仔细观察
了孩子的脸色后，让孩子做个黄疸指数检
查，结果孩子黄疸指数离奇偏高。在南京的
某大医院，小雨被诊断为“先天性胆管闭
锁”——孩子肝内外胆管出现阻塞，肝内产
生的胆汁不能排入肠道，会导致肝功能衰
竭。

“医生说，如果不治，孩子活不过一周
岁。”葛牵云说，他们又赶到上海仁济医院，孩
子被确诊为“胆管闭锁”，一家人哭成一片。

4 月 28 日，在医院 ICU，小雨进行了
“葛西手术”。

扬州苏北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朱玲
玲介绍，儿童“先天性胆管闭锁”患病率大
约万分之一，临床上患病率不算太低，不属
于罕见病症。“孩子当时来医院检查时，目
测脸色比较灰暗，感觉就有问题。结果检
查后，孩子黄疸指数离奇偏高，我们建议赶
紧去更大的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朱玲玲说，“先天性胆管闭锁”没有药
物可以治愈，不治会危及生命，一般也就一
年左右的时间。“葛西手术”只是“胆管闭
锁”的一种过渡性治疗手术，只是帮助疏通
胆管，是为了救命的手术，术后要进行肝移
植，才能彻底治愈。

治还是不治治还是不治？？孩子爸退缩了孩子爸退缩了，，离开了离开了

“医生告诉我，做肝移植手术前，可以
先等外源，但不排除在等到外源之前孩子
会出现紧急情况，就必须让亲体移植先

‘顶’上去。我想先进行配型，如果成功了，
随时准备割三分之一的肝给小雨。”葛牵云
说，当自己把捐肝的决定告诉父母和张东
时，遭到一致反对。

辜书兰说，就这么一个姑娘，才25岁，
她哪里舍得，万一姑娘出现危险，怎么得
了？葛牵云对父母说，没有孩子的时候不

知道，有了孩子，小雨就成了她的心头肉，
一想到小雨要离开自己，心里就会有种窒
息般的疼痛。如果不割肝给小雨，自己会
后悔一辈子、痛苦一辈子，“你们忍心看唯
一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话说到这个份上，辜书兰和葛祥强忍
泪水，支持了女儿的决定。但“老公”张东
却一直反对，强烈反对。

“他说他的父母劝他放弃，不但费用
高，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坚决地对我
说，他是不会去做配型的。我10月25日做
配型的那天，他打电话给我，要我放弃，开
口闭口就是‘钱从哪来’。”葛牵云说，今年
10月，张东离开了家。

记者了解到，换肝的费用，如果使用亲
体肝源，手术费需要20多万元；如果使用
外源肝，费用至少30万元，还不包括后期
的费用。而张家和葛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好。

对话孩子爸对话孩子爸

““我太累了我太累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只能放弃只能放弃””
“我太累了，从结婚到现在，我一直在

迁就她，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嫁’还是‘娶’。
孩子查出这个病，跑了这么多医院，钱都花
光了，以后的费用会特别高，还不能保证治
好，以后复发怎么办？我不敢去赌了。”记者
联系上张东，他说自己现在在苏州打工，离
开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累”：“以后日子还过
不过了？我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长痛不如
短痛。”

当着记者的面，葛牵云打开手机免提，
和张东对话。

张东问葛牵云：“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葛牵云回答：“我必须继续为小雨治

疗。”
张东：“我告诉你，我决定放弃了，放弃

孩子，也包括你。”

律师观点律师观点

没领结婚证没领结婚证，，生父也要对非婚生子负责生父也要对非婚生子负责
“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我都要救他（小

雨）。我想咨询一下律师，他要不要出孩子
的治疗费。”葛牵云说。

江苏石塔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袁春
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孩子，不论是结
了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和生父、生母的
血缘关系、抚养关系是对应的，对孩子的
抚养义务和责任，不以父母是否登记结婚
为前提条件。具体到张东和葛牵云的问题
上，如果张东不出治疗费，不能尽到父亲的
抚养义务和责任，葛牵云完全可以拿起法
律武器，去法院起诉对方，要求自己的合理
主张，两人共同承担孩子的治疗费用。

袁春明律师介绍，过去的婚姻法对于
举办过相关仪式、得到亲朋好友认可、但未
领结婚证的“事实婚姻”给予承认，1994年
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
实施后规定，没有领取结婚证的，夫妻关系
不能确立。对于所谓的“事实婚姻”，也就
不予认可。张东和葛牵云没有领结婚证，
也意味着今后可以重新选择重组家庭。

坚定与悲伤坚定与悲伤

2525岁的她已做好换肝手术准备岁的她已做好换肝手术准备
流泪流泪，，为孩子也为父母为孩子也为父母

葛牵云告诉记者，本月 13 日，也就是
下周四，她和家人去上海仁济医院过伦理
审查，因为没领结婚证，她要走“单亲妈妈”
的途径，这样只需要一方家庭成员的签字
就行了。先前自己已经通过身体检查，过
了伦理审查，也就具备了做换肝手术的条
件，“我们的理想时间是明年三四月份去
做，天气暖和一些，恢复得也快一些。但不
确定的因素很多，走一步看一步。”

说着说着，葛牵云的眼泪又掉了下
来。她哽咽着说，自己的泪为可怜的孩子
流，也为父母流，“他们辛苦了大半辈子，好
不容易生活渐渐安定下来，现在又在为我
操心，爸爸天天在外面挣钱养家，妈妈什么
事情也做不成，帮我带孩子，生怕有个磕碰
闪失什么的。她自己身体也不太好，还这
么辛苦，一想到这个，我的心就会疼。”

葛牵云擦干眼泪，想了想，语气坚定地
说：“现在看来，幸亏没有领结婚证，否则没
有小雨父亲的签字，伦理关通不过，换肝手
术没法做。”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