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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胡定国家不足十米处，是
胡定国的“宝库”。在这里，存放这
大大小小的废弃建筑材料。“为了一
块好的石头，我最远跑过简阳，两架
电瓶车轮流充电去拉。”胡定国介
绍，前不久他便骑着车到简阳，找到
一块有使用价值的石头。请人帮忙
抬上车，车门都给压坏了。可一想
到几个月才能遇到一块心仪的石
头，车门也无关紧要了。

打造一处景观，短的需要五到
六个月，时间久点则需要一年多。
每天要花10多个小时，持续6年，胡
定国把大小几十个景点放在了家
门口，每个景点上，还有一面飘扬
的五星红旗。“主题是富强中国 美
丽四川。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祖
国这么多美景，是每个中国人都应
该骄傲的事情。”胡定国说，自己能
坚持下来，除了这份骄傲，还要家
人和游客的支持。

成都游客李先生，前段时间专

程过来参观他的花园。当时，在和
胡定国谈话间了解到，他正打造的

“八仙过海”景观，已经集齐了7个
模型，还差一个“吕洞宾”的模型。

“他从网上搜到有吕洞宾的模
型，专门从成都开车给我送过来，
很感动。”胡定国说，目前，他的“微
缩景观”园已经完成70%，估计还
要2年多时间继续优化，他仍然会
保持这种干劲，继续干下去。

（封面新闻记者 王祥龙 田雪
皎 摄影报道）

据媒体报道，近日在山东大学
2019届毕业生秋季就业双选会上，
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招聘人员被毕
业生的问题“问蒙”了。原来，有一
个毕业生现场问企业占地面积多

大，“她是想问一下我们公司有没
有员工活动场所，比如健身房之
类，还问我们是不是有上下午的茶
歇时间，因为这个学生非常注重工
作氛围和生活质量。”（中国青年报）

2019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达843万，再创历史新高

平均月薪期望 8431 元 女生更偏爱成都

一线城市：从4609元增长到9297
元，涨幅为102%，高于“新一线”城
市大学生（95%）

据教育部消息，
2019 届全国普通高
校毕业生预计达834
万人，再创新高。报
告显示，国内应届生
平均期望薪资 8431
元/月。其中，大学生
期望薪资排名前三位
的城市依次是北京
12992 元/月 、上 海
12070 元/月 、南 京
9771元/月。在大学
生就业的首选城市方
面，女生更爱成都，男
生偏好杭州。在奋斗
目标方面，人民大学
《社会心态与大学生
人才资本》报告显示，
61%的大学生希望成
为职场精英，相比
2016 年增长了 3%；
而18%希望成为专业
领域内的一流专家,
相比 2016 年增长了
3%。

将西岭雪山、云南石林
“搬”进自家花园

时间进入12月中
旬，天气湿冷。资阳
市雁江区临江镇红碑
村，胡定国正在为“山
海关”添砖加瓦。小
院前的70米花园里，
成都西岭雪山、重庆
合川大桥、云南石林
地址公园、理县桃坪
羌寨等景点被制作
成“ 微 缩 景 观 ”纳
入。2013年开始，74
岁的胡定国，花费 4
万多元，加上捡来的
废弃材料，持续 6 年
打造出这座“富强中
国 美丽四川”主题景
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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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联招聘《2018中国年度最佳
雇主评选报告》显示，北京、上海、
深圳、成都、杭州是大学生就业工
作城市的首选，一线城市热度不
减，但新一线城市表现抢眼。

男生最愿意工作的五个城市

是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深圳，女
生最愿意工作的城市依次是北京、
上海、成都、深圳、杭州。对比来
看，男生更偏好杭州，而女生更偏
好成都。

据58同城《第十六届中国大
学生最佳雇主调研综合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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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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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期望薪资：8431元/月

首选城市：女生更爱成都，男生偏好杭州

一线城市就业大学生
中期发展后劲更足

中期发展是衡量大学
生就业质量的重要参考，从

这方面来看，一线城市和“新
一线”城市有何差异？

麦可思数据显示，
在一线城市就业的 2014
届本科生毕业三年后月
收 入 从 4609 元 增 长 到
9297元，涨幅为 102%；高
职 高 专 生 的 月 收 入 从

3852 元增长到 7637 元，涨幅为
98%。二者的涨幅均高于在“新
一线”城市就业的大学生（本科：
95%，高职高专：84%）。

同时，63%在一线城市就业的
本科生毕业三年内职位获得了晋
升，高于“新一线”城市 6 个百分
点。66%在一线城市就业的高职
高专生得到晋升，高于“新一线”城
市4个百分点。

IT/互联网行业最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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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后求职关心有无健身房

大学生期望薪资
排名前三
●北京 12992元/月

●上海 12070元/月

●南京 9771元/月

2014届大学生毕业三年后月收入

本科生

高职高专生

一线城市：从 3852 元增长到

7637元，涨幅为98%，高于“新
一线”城市高职高专生（84%）。

企业支付薪资
排名前三
●北京11463元/月

●上海10689元/月

●南京8743元/月

花费4万元改造荒坡
“长出”云南石林、桃坪羌寨等景点

红碑村三组的水泥道，可
以一直通到胡定国家的花园。
一侧荒坡上，水泥做成的假山、
转头砌成的，雕刻出的步道以
及亭台楼阁等“微缩景观”蔓延
而下。

“大概有70米，这是西岭雪
山、这是云南石林、这是桃坪羌
寨、这是合川大桥。”见到记者，
胡定国停下手上的活，热情介
绍到。

走近细看，这些错落有致
的“微缩景观”，用繁体字注明
了各部分景观的名称。胡定国
介绍，这些景观除了由水泥、石
粉、河沙等材料做成，并栽种了
一些花草。

“这一片都是荒坡，当时为了
制作这个‘微缩景观’群，花了大
概4万元的样子，在坡上用水泥
铺底子。”胡定国说，要在泥土上
直接进行创作基本不可能，抵挡

不住雨水侵蚀。
在胡定国的作品里，重庆合

川大桥最为显眼，雄壮的山间，一
座大桥穿江而过。山间有刻字

“重庆合川大桥”。
“这个地方是我去过多次，再

过一个月，又要过去一趟。”胡定
国说，抗战时期，他的父亲作为一
名军官，曾经在合川镇守，对这
里，他颇有感情。

在胡定国大大小小几十个
“微缩景观”里，一部分他曾经
去过，每次去，他都会拍下照片
带回来研究，然后根据照片里
留存的记忆，进行一些创作。
但更多的地方，则是通过电视
观看来仿制。

“祖国美丽的山川太多，没多
少人能说他走完过所有的名山大
川、著名景点。”胡定国说，但是通
过他的微缩景观，把全国的景色
都汇聚了起来。

每天10多个小时搞创作
景观打造仅完成了70%

74 岁大爷 6 年打造微缩景观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