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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些年里，全球青少年失业人数大幅上升。青少年失业率，比成年人
失业率高出一倍以上。

解析
2013年底，15岁至24岁之间的年轻人中，约七千四百五十万人失业。世
界金融危机仅对失业问题起到加剧作用，而失业自身则有着更为深刻的根
源。经济结构障碍、人口发展趋势或者教育体系的规划及质量，都各自在
不同程度上导致了青少年失业。
 失业只是青少年就业不足的一个“局部指示器”。尤其在发展中国

家，对放弃找工作的年轻人的数据评估，人们也应加以考虑。
 由于人口的发展变化，全世界各处都出现了所谓的“青少年过剩”状

态，然而大部分地区，早已度过其高峰期。只有亚洲南部、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青少年人数还在继续增长。但是，青少年人数的增长，
并不会在各地造成失业，部分情况下，这也会导致人们从事非典型性
工作，导致就业不足的情况出现。
 工业国家里，教育程度低的人，想找到合适工作的难度就更高。特别

是在发展中国家，扩大教育体系，反而常常导致失业、就业不足、受
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人数上升。对突尼斯、南非共和国、巴西、中
国、西班牙及德国等各个国家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对抗青少年失业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就是：除了提供各国特殊的短期项

目以外，尤其要长期促进面向就业市场的职业培训。
 市场对劳动力的消化不足、劳动市场政策不见成效，这样，失业的青

少年采取激进反应的危险，就会增大。
关键词：青少年失业、人口发展转型、教育、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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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无望的一代”——全世界失业
青少年人数增多

全球青少年失业人数上涨
过去这些年里，全球青少年失业人数大幅
上 升 ； 尤 其 是 2012年 、 2013年 经 济 发 展
减弱，局势从而进一步加剧。据国际劳工
组织（ILO）估计，2013年底，15岁到24
岁之间的年轻人中，足足有七千四百五十
万人失业，与2007年相比，人数上涨了四
百万。这样，青少年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
三点一，比整个人口的失业率高出一倍不
止。2013年底，经济方面不积极、不活跃
的青少年人数，则更加高涨：全世界共有
近三亿青少年。一整代人面临变成“前途
无望的一代”的危险；许多年轻人认为自
己的未来被断送，用益发极端的行动（甚
至于自焚）来宣泄情绪。“青少年失业，
能撕裂欧洲”，世界经济论坛发出如是
警告——这一危胁，在中东以及北非地区
（即所谓的MENA地区），已成为现实。
过去这些年里，媒体大力报道青少
年失业现象，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
2008年 爆 发 的 经 济 危 机 ， 是 导 致 失 业 人
数上升的唯一原因。但是经济危机只不
过是加剧了问题，而失业则有更为深刻的
根源，各地的原因并不都一样。经济结
构障碍、人口发展趋势或者教育体系的规
划及质量，在各个国家及地区都各自不
同程度上导致了青少年失业方面各种问题
的出现。这一点在下面情况下会变得尤其
清晰：如果人们不仅仅关注登记在册的失
业青少年，也注意劳动市场上那些放弃找
工作的青少年，如果人们除此以外再考虑
到就业质量的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就业不足成为常见的问题，然而即使在欧
洲，非典型性就业（指的尤其是有时间限
制的工作以及兼职工作）所占的比例，也
在上升（参见：Allmendinger, Hipp, 及
Struth 2013）。
而培训程度过高，已成为一个顽固
的发展趋势。一个国家的教育设施，极大
程度上决定了年轻人如何融入到职业市
场。教育设施的规模及形态，决定了能为
劳动市场输送多少年轻人，然而，教育设
施的质量，特别是其教育内容是否面向职
业市场，也同样决定了学校到职场转变的
情形。如果一个教育设施里，一般性教育
占优势，与就业市场的联系并不紧密，那
么，出现供需不协调的危险就很大，也就
是所谓的“不匹配”：毕业生缺少实用知
识，无法迅速融入市场；许多人必须从事
其培训程度以下的工作；另外的人则由于
教育时间长以及个人开支高，宁可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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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在欧洲，整整百分之十到三十三的
从业人员受培训程度过高，整整百分之
二十的从业人员受培训程度过低：因此，
“不匹配”度最高可达百分之五十（参
见：ILO 2013）。

青少年失业以及人口发展
部分特殊的人口发展趋势，以及特有的经
济情况之间复杂的交互影响作用，导致了
青少年失业。特别是劳动市场灵活度，能
影响正规劳动市场的发展以及非正规劳动
市场的增长。就这点而言，失业仅仅只
是青少年就业程度不足的一个“局部指示
器”，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评估
“就业不足”，人们还必须估量所谓的
“尼特族”（也就是不就业、不升学、不
进修，指的是那些不工作同时又不参加进
修的人）的数目。此外，还要调查就业不
足的情况，也就是青少年非正规就业及就
业条件差的情况（参见图1）。
“青少年过剩”（youth bulge）成为
了一个全球现象，由于人口发展处于转型
阶段，进入社会的青少年数量急剧上升，
转型阶段指的就是儿童死亡率下降，女性
受孕年龄延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青少年
人数上升的现象；一些国家已经度过了其
高峰期，另一些国家里，青少年人数还在
上升。在东亚地区，大概自1990年起，青
少年所占的比例就在下降，而拉丁美洲及
东南亚地区大概自2010年起开始下降；南
亚地区则会在2030年左右达到其顶点，然
而尤其在非洲地区，青少年数量上涨会持
续更长时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至
少会持续到2050年；届时那里的青少年数
目会比2010年高出一倍。
对劳动市场而言，具有决定意义的
是青少年在整个就业人口中所占的相对比
例。2010年，这一比例在全球为百分之二
十七，然而工业国家最低，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为最高。世界各地都呈现出同样的
趋势：青少年就业者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
的比例，最高足足达到百分之三十，然后
就再次开始下降。例如，东亚地区现在的
比例仅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五。这样，所有
地区劳动市场的压力减少——除了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以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大约早在十年以前，就已度过其高峰期，
但是：首先，青少年就业者在总人口中所
占的比例高达近百分之三十八，比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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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青少年就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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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ADB 等等 2012，作者本人绘制。

方都高；其次，自那以后，其下降过程极
为缓慢。
同样，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的影响是
不一样的，经济危机在部分发达国家造成
的影响，高于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
尤其东欧及南欧地区受到强烈冲击。但是
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外，在那些处
于发展进程之中的地区里，青少年失业率
在未来这些年里会继续上升。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虽然人口发展的压力仍在持
续，但是正如在南亚地区一样，非正规就
业人数上升，因为贫困让青少年常常无可
选择。只有来自富裕家庭的青少年能够承
受失业的后果；其余的人甚至即使工作，
也常常无法摆脱贫困。那里的青少年所遇
到的问题，更多是工作酬薪低的问题。
然而非洲南部的情形又不一样，那
里一半以上的青少年失业。即使在非洲北
部，青少年也更多面临的是失业问题。那
里，受过教育的青少年数目上升，他们满
怀着很高的期望，首先考虑在国家部门找
一份正式工作，然而公共部门提供的职位
数目，却在减少。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起，国有部门的职位就在减少，这样，
虽然经济发展势态良好，受过教育的失业
群体（所谓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人
员”）仍在扩大。因此，在中东以及北非
地区，失业率居全世界最高。现在人们
只能期望伴随着人口的发展，失业率能下
降。与之相反，东亚的失业率为最低。东
亚的青少年由于出口型工业化以及教育设
施扩大，很大程度上能够被消化掉，但是
随着增长率的降低，劳动市场的消化能力
也在下降。在拉丁美洲以及东南亚，由于
经济增长，劳动市场现在还能跟上步伐，
然而那里的失业青少年比例也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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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青少年失业率高，并不一定意
味着青少年失业人数的绝对数字也很高。
例如2013年8月，欧盟（欧盟28国）的青
少年实际失业率为百分之二十三点三。但
是由于很多年轻人继续接受培训，特别是
在危机之中很多人延长了其培训期限，这
样，所有的青少年里，其实只有百分之九
点七的人真正失业。

青少年失业以及教育
“不匹配”的现象以下面两种情形出现：
一个情形是供需分离，另一个情形是，员
工所拥有的培训，并不为职业所需。在工
业国家，培训程度低的人，普遍面临更高
的危险，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找不
到工作。然而，在经济增长不足的时代，
随着教育事业的扩大，受过培训的人员就
业不足的比例，也会上升。与之相反，
在发展中国家，充斥市场的主要是培训程
度要求不高的工作。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
代，劳动力会转行到非典型性、非正规职
业中去。
这样，在欧洲应对失业危险的最好
保护方法就是获得一份良好的职业培训。
接受过所谓的第三级教育（也就是高等教
育 ） 的 劳 动 力 （ 25岁 之 64岁 之 间 ） 的 平
均失业率，仅为受过中等教育人员失业率
的三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五点六的失业
率，而受过中等教育人士的失业率，则为
百分之十六点八。这里令人担忧的是，过
去这些年里，年轻大学生的失业率上升超
过 平 均 水 平 之 上 ： 在 欧 盟 里 ， 2008年 年
轻大学生的平均失业率为近百分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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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12年 里 则 上 升 到 近 百 分 之 十 八 ， 然
而受过大学教育人士的普遍失业率，仅从
百分之四上升到百分之六。在南欧，年
轻的大学生失业率，以及所有受过大学
教育人士的失业率之间，差异尤其大（参
见：Eichhorst, Hinte, 及 Rinne 2013）。
北非与此相反，一个人的教育程度
越高，那么他失业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大。
那里受过高等教育人员的失业率，属于全
球最高的地区之一，为百分之二十一点四
（参见：ILO 2013）。其原因是高等教育
业扩大过快，而人们对大学教育怀有过高
的期待。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
北非地区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为每年百分之
五，而经济危机爆发后，增长率仍达到百
分之三左右。然而，创造出的新工作岗位
数目，早已无法跟上涌进来的年轻劳动力
数量。由于已有的工业首先需要培训程度
不高的劳动力，供应的就业岗位不足，这
尤其给大学毕业生造成问题。

表格1：（15岁至24岁）青少年失业率
及尼特族率

各国青少年失业比较

注释：* = 2010；** = 2009。

对甄选出来的个别国家进行相互比较，就
能更加清晰地描述出世界各地的大致趋
势。这里挑选出来的国家，包括金砖国家
里的三个国家——巴西、南非共和国、中
国，还有两个欧盟国家（西班牙、德国）
，此外还包括中东以及北非地区的一个国
家——突尼斯（参见表格1）。

突尼斯
2005年到2010年，突尼斯每年为接受过高
等教育的人士，提供约30000个工作岗位，
但是每年约65000名高校毕业生涌入劳动市
场，其人数比提供的工作岗位数目多出一
倍不止。2010年，突尼斯受过高等教育的
青少年中，百分之六十一点四的人失业。
其失业率比获得更低教育水平的青少年的
失业率，高出一倍不止，几乎是25岁以上
所有人员普遍失业率的三倍。此外，虽然
突尼斯政府为教育体系进行大量投资，但
是突尼斯的教育体系质量仍颇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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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
德国
西班牙
巴西
突尼斯
南非共和国
中国

德国
西班牙
巴西
突尼斯
南非共和国
中国

2007
12.2
17.9
21.8
26.0

2012
8.1
52.4
13.7
30.0*
51.2
9.8

尼特族率
2007
2010
12.6
12.0
15.7
23.7
19.9
19.6**

来源：ILO 2013; SWUFE 2012; OECD 2013。

此外，许多年轻人对收入的期望过高，对
职业生涯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与过去一
样，他们将自己的培训看作是对国家公共
部门工作的准备。然而越来越少的毕业
生，能在国家公共部门里找到工作。在突
尼斯，百分之四十六的人希望能在国家公
共部门工作，但是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能
达成所愿（参见：Boughzala 2013）。

南非共和国
虽然南非共和国的经济取得小幅度的进
步，然而至今为止，南非共和国的政府
无法减轻该国所面临的深刻结构性问题，
即：高度不均衡状态、贫困、失业率长
期 居 高 不 下 （ 2012年 为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点
一）。青少年尤其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
即使该国青少年就业率及求职比例低。青
少年的失业率继续上涨，为百分之五十一
点二，比普遍失业率高一倍。南非共和国
里，越来越多的人灰心丧气， 放弃寻找工
作，尤其在经济增长无法带来就业效果的
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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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市场灵活度低，这阻碍企业雇用
人员，尤其是该国的工会颇为强大，从而
工资的增长早已超过生产率的增长。人们
常常通过介绍短期雇工的公司，招聘临时
工，而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法律风险，
因此只能有限制地聘用临时工。由于非正
规部门不够强大，人们无法找出其他的途
径解决就业岗位问题。仅仅大中型企业
还能雇用人员，但求职者常常培训程度不
足。因此，获得低程度正规教育的青少年
常常失业：获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失业
率为最低（参见：IMF 2013）。

巴西
直至2003年，巴西失业率以及非典型就业
率上升，然而自那以后，由于经济发展形
势有利，失业率以及非典型就业率都在下
降。即使危机爆发后，青少年受到了更为
严峻的冲击，青少年的劳动市场，也还主
要 跟 随 这 一 趋 势 而 发 展 。 自 2009年 起 ，
巴西青少年的失业率以及非典型就业率也
再次下降。年轻巴西人的就业局面，与成
年人相比，呈现出显著的区别：第一，年
轻人的失业率是成年人的两到三倍，依据
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12年的失业率为
百分之十三点七；第二，2011年的非典型
就业率为百分之三十七，远远高于成年人
（百分之二十六）；第三，青少年的人员
流动率，比成年人高一倍。
如此高的人员流动率，要归结于该
国就业结构脆弱：解雇青少年更加容易，
青少年几乎没有就业保护，大多拿临时合
同，他们自动辞职的速度也更快。另一方
面，青少年也能很快找到新工作，常常是
取代其他的年轻人，这就意味着，工作
岗位流失，并不是青少年流动的主要原
因。然而这让青少年降低培训或训练的
意愿——即使教育能帮助他们免遭失业之
苦。巴西（2011年）的尼特族平均率为百
分之十九，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尼特族率仅
为百分之十七点八，而获得初等及中等教
育水平的青少年尼特族率却达到百分之二
十一点一。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人，最容
易找到工作（参见：OEC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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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人们无法找
到中国青少年失业率方面的官方数据，而
2013年“登记”的青少年失业率为百分之
四点一。这一数据实际上毫无价值，因为
该数据仅局限于城市里的一个小群体。中
国科学家们计算得出的数据，比登记的失
业率要高一倍。此外，自改革开放以后，
非典型性就业率就一直上涨，最高达到百
分之六十。这一问题主要在于人们益发频
繁地雇用临时工，尤其是国有企业及重点
工业里的企业。
中国经济大幅增长，然而中国青少
年的失业率也非常高。根据西南财经大学
（ SWUFE） 的 估 计 ， 2012年 6月 ， 21岁
到25岁的年轻人里，百分之九点八的人失
业。年轻人的失业率，随着教育程度的上
升反而升高。据西南财经大学估计，高等
专科学校及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分别为百
分之十一点三、百分之十六点四，明显高
于全部人口的普遍失业率（参见：SWUFE
2012）。人们对劳动部每季度发表的劳动
力需求关系进行比较，就可以清晰看出，
大约自2007年起，人们无法继续满足要求
进行中低级培训的工作岗位的需求，其中
人们最为急需的是中等职校的毕业生。与
之相反，自2001年起，高校毕业生一直处
于过剩状态。而年轻民工的失业率，仅为
年轻市民失业率的一半，高校毕业生就业
率一再下降，每个夏天这都一再激起不满
情绪。

西班牙
自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成为了
欧洲青少年失业的代名词。2012年，超过
百分之五十二的西班牙青少年登记失业，
是普遍失业率的一倍。2008年到2012年，
青少年工作人数下降了近一百万，也就是
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然而，总体就
业率“仅仅”下降了百分之十四点七。青
少年就业人数大幅下降一个原因是，青少
年在受到危机强烈冲击的领域及行业里工
作，即：建筑业、工业及零售业。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的繁荣时期，许多年轻人中断
了培训，进入建筑业工作。
青少年较容易失去工作，这也是因
为三分之二的青少年在危机之前，仅仅拿
到了零时合同。这类员工一旦被解雇，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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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族的数目就会大幅上升。首当其冲的就
是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教育程度越高，
这一发展趋势就越弱。由于培训程度低，
现在许多青少年找到新工作的机会很渺
茫；他们面临的是长期失业的危险（参
见：Sánchez 2012）。

德国
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统计，2012年德国的
青少年失业率为百分之八点一；联邦劳动
局给出的数字为百分之六。无论采取哪种
计算方式，自2005年起，青少年失业率几
乎减少了一半。然而同一时间段里，进入
社保体系的就业率却没有上升，工作量不
大的、有时间期限的工作人数以及实习人
数上升。自2008年起，青少年的整体就业
率增长，几乎都来自于有时间期限的劳动
关系。
在德国，随着培训水平的上升，失
业的风险得以下降。没有完成职业培训的
青少年尤其面临失业的威胁；他们面对
的危险，就是可能会长期被排斥于就业市
场 之 外 。 2010年 ， 失 业 青 少 年 中 的 一 半
人员没有完成职业培训。在获得大学毕业
证的求职者这一块，几乎都实现了充分就
业，2011年高校及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的
失业率仅为百分之二点四。然而，工作岗
位 的 质 量 却 在 变 差 。 2009年 ， 几 乎 每 三
个高校毕业生中就有一个是非典型性就业
（参见：Kohlrausch 2012）。

青少年失业的危险要素
失业不仅对青少年而言是一个问题，对成
年人也是一个问题，然而青少年受到失业
的影响，远远大于成年劳动者所受到的影
响。虽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青少年要对
抗的问题，并不都一样，但是从实质上
讲，各地的青少年认为自己面临下列问题
的综合影响：长期失业、工作条件差、培
训不足。有针对性地让青少年融入到劳动
市场，不仅由于全世界老龄化趋势是势在
必行的，而且从社会凝聚力角度看，也是
必不可少的；因为失业的青少年会成为社
会动乱、激进主义行动、恐怖主义的主要
潜在群体。据世界银行称，加入反叛运动
的年轻人里，一半是出于失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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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青少年过剩、失业以及社会抗
议活动之间的因果关联，绝对不是单一明
确的。大量研究从青少年过剩这一论点出
发，笼统地将一整代弱势青少年打上威胁
社会稳定的烙印，而另一些研究则明确显
示，并不仅仅只是青少年的数量，导致矛
盾爆发，而是一系列原因混合到一起，其
中尤其是经济发展以及教育体系的构成产
生影响。与之相反，大量青少年甚至能成
为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例如中国
的发展所显示的那样。
与其说是青少年过剩，或者说是失业
自身让青少年采取抗议活动，不如说是青
少年在劳动市场上碰到的困难局面，让他
们进行抗议活动。如果缺少合适的工作岗
位，如果青少年目前以及未来的生活计划
受到威胁，那么社会矛盾危机，就会上升
（参见：Bricker 及 Foley 2013）。这尤
其对受过更好培训的人员造成影响，这些
人不仅将可观的金钱投入到培训中去，而
且他们还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因为家庭
希望他们能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
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的扩大速度，
高于劳动市场能提供合适工作的速度，这
种情况下，许多中产阶级的孩子就面临社
会青云梦破灭的危险。在北非，失望的高
校毕业生成为突尼斯、埃及暴动的主力。
哪怕在中国、巴西或者智利，以及西班
牙、美国这类工业国家，高校学生中也酝
酿着对糟糕工作的不满情绪，不满自己
的晋升机会受阻，对社会的不均衡状态表
示不满。这里提及的大多数国家里，青少
年上街游行，或者像美国那样，占领广场
（“占领华尔街”）。在中国这类国家，
人们不具有实施这类活动的前提条件，但
是青少年在网上发泄他们的不满。他们自
嘲自己是“屌丝”，并以此表明社会现实不
合乎他们的期望。

青少年劳动市场政策
劳动市场之间有着显著区别，各地的青少
年劳动市场政策，应从其独特条件出发。
这里本质上涉及的，是要益发加大对企业
的鼓励，鼓励他们为青少年创造就业岗
位，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以及私人企业。人
们必须加大建设咨询处及中介处，青少年
应该获得其他机会，例如成为自由职业者
或者自主创业。人们应该改善劳动法方面
的情况，以此创造更多的就业稳定性。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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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们还应该再组织方面提供更高的自
由度，以让青少年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最
后，包括企业在内，人们必须加大投资，
用于进行面向劳动市场的培训，以此来提
高青少年的就业能力。
只有当职业培训能为人们所负担得
起，只有培训内容与劳动市场各方协调一
致，这样人们才能掌握重要的知识，才能
获得稳定的、有专业知识要求的岗位。这
里，灵活且非正规的劳务关系，也能为人
提供进入职场的机会，但是只有在人们能
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过渡到稳定工作中
去，这类劳务关系才是良性的。
上文提及的国家，几乎都出台了相关
规划，但是这些规划要么只宣布了一般性
目标，就像在欧盟一样；要么规定无法被
执行，就像在北非一样，那么，青少年的
不满情绪则有增无减。例如，在突尼斯，
失望的青少年更加转而投身激进派别。其
他的国家，也认为青少年失业是“社会经
济方面的定时炸弹”。社会稳定性的基
础，建立在青少年益发良好的职业机遇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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