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利起点带来的
长期阴影
在疫情期间毕业的年轻人将受到深远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能
永远无法完全消除。
哈尼斯·施万特和蒂尔·冯·瓦赫特

对于那些将在疫情后幸存下来的全球数百万

工作。她原计划在读研究生之前先工作一年。然而，

年轻人来说，他们未来的处境仍会十分艰难。对

她目前一份工作都没有得到，现在仍与父母住在

于初入职场者来说，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不仅使

一起。

他们的职业生涯起步艰难，而且还有可能使他们
在未来数十年里收入下降，误入犯罪歧途，家庭

“这一切都是拜疫情所赐。
”她说。
杰登（Jayden）是一个 17 岁的女孩，在接受

生活陷于不幸，甚至连寿命都可能都短于那些更 《大西洋月刊》采访时，她说 ：在疫情前她希望在
幸运的求职者。
以上是对在经济衰退期就业的长期影响进
行了广泛研究后得出的残酷结论。研究人员基于

密苏里州东部读完高中后成为一名机械师。她希
望在汽车修理厂找份工作，但是计划被搁置了，目
前她只好在一家快餐店工作。

先前经济衰退的数十年的数据，得出了关于美国

她说 ：
“我不想永远在快餐店工作，但是如果

的一系列令人警醒的结论。同时，越来越多的研

无法找到一份符合我事业的工作，我也不想贸然

究表明，加拿大、德国、英国、奥地利、西班牙、 从快餐店辞职。
”
比利时、挪威和日本也都存在相似的情况。
高中和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困境引起了媒体的

近期，我们对 1976 年至 2015 年的 40 年间在
美国繁荣和萧条时期的求职者的情况开展了研究。

关注。22 岁的泰莎 • 菲利普奇克（Tessa Filipczyk） 我们对在大萧条时期的应届生进行了观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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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海洋与海岸科学专

这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我们对身边朋友（他

业的一名毕业生，她告诉彭博新闻社她已申请了与

们毕业于大衰退时期）的观察——即便在多年之

海洋保护、海洋植物研究和气候变化倡议有关的

后，那些在经济衰退期就业的群体与在衰退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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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的群体相比，他们在工作质量和工作满意度

自尊心受损、犯罪率高企以及对政府不信任的状

上都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况。

基于研究结果，我们估计，对于 2020 年开始

我们发现，无论男女，不论白种人还是非白

人生中第一份全职工作的约 680 万美国年轻人来

种人，也不论是高中辍学者、高中毕业生或大学

说，他们在其工作生涯的前 10 年中可能会损失约

毕业生，他们受到的影响在性质上具有相似性（见

4000 亿美元的收入。该预测以 2021 年经济能够

图）
。但是，更脆弱的新入职场者往往会受到更

快速复苏的假设为基础。如果疫情引发的经济衰

大的影响。例如，在经济衰退期初入职场者当中，

退在明年持续或加深，则 2020 年应届毕业生的情

拥有大学学历的人会遭受大约 6％的初始收入损

况可能会更加糟糕，而且 2021 年新入职场者将面

失，而高中辍学者的收入损失则高达 15％。

临同样糟糕的情景。

不过，在经济衰退期开始职业生涯的影响并

随着世界各地争相研发有效疫苗，应对疫情

不仅限于收入、工资或工作质量。研究人员记录

经济危机的政策制定者应首先解决上述群体面临

了许多其他经济、社会甚至健康方面的影响。这

的困境。短期内，
应对措施可能包括提供求职援助、 些因素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率，从而
鼓励该群体从事兼职工作、对新雇用人员提供工

进一步加深其初始收入受到的影响。

资补贴等。从中期来看，福利和支持政策需要考
虑到疫情的长期影响，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群
体受到的影响。
重要的是，要让年轻劳动者知道其将长期面
临的负面影响及其原因，让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因
为他们缺乏技能或者个人失败而导致的，借此激

经济衰退期初入职场者的自尊心较
低，饮酒过量的可能性更高，肥胖
率也更高。

励从事低效率工作的劳动者继续寻找机会，使之
随着经济复苏而找到更好的工作。
自十多年前的大衰退以来，经济学家们对在

个人收入的降低意味着家庭收入的降低、住
房拥有率的降低以及（对于低技能新就业者而言）

经济衰退期开始职业生涯的劳动者遭受的长期损

贫困率的升高。这也反映在择偶模式上 ：经济衰

失已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传统上，经济学家将

退期的初入职场者更有可能找同病相怜者作为其

经济的繁荣与萧条视为一种暂时的现象。但是， 伴侣。
全球大量的横截面数据和纵向数据表明，经济衰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

退给在此期间就业的劳动者造成了长期影响。研 （Medicaid）等社会保障计划，似乎可以缓冲一些
究发现，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 MBA 毕业生、 不利影响。然而研究人员发现，经济衰退期初入
经济学博士、普通大学毕业生，甚至于各年龄段、 职场者自尊心较低，饮酒过量的可能性更高，肥
各教育水平的的大多数群体来说，都存在同样的

胖率也更高。如果这些社会和健康影响反馈到工

长期影响。

人的生产率上，则可能会对经济成果造成长期的
不利影响。

者，在毕业后 10 至 15 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收入都

我们对美国政府的“人口统计系统数据”
、
“当

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非白人劳动者会经历更

前人口调查数据”
、
“美国社区调查数据”以及“十

长的失业期，他们短时间内也会更加贫困。更多

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
（其数据早至 70 年代）

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不得不找份低薪工作，其

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就业对收

中部分人可能会通过后期找到更好的工作而得以恢

入的负面影响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对于中年员工

复。研究还发现，该群体中的人员更有可能出现

来说，开始工作时的失业率每上升 1%，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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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无法就业的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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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惨淡的十年半
对衰退期初入职场者的收入的长期影响适用于男人、女人、白种人、非白种人以及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员。
性别

种族

受教育程度

（对收入的影响，%）

（对收入的影响，%）

（对收入的影响，%）

2

2

2

0

0

0

–2

–2

–2

–4

–4

–4

女
男

–6

1

3

5

7

9

11

13

少于12年
12年
13-15年
超过16年

非白种人
白种人

15

–6

1

3

5

毕业年限

7

9

11

13

15

–6

1

毕业年限

3

5

7

9

11

13

15

毕业年限

资料来源：哈尼斯•施万特和蒂尔•冯•瓦赫特; 2019年; 《不幸人群：根据大量横向数据预测对在经济衰退期初入职场者的长期影响》； 《劳动经济
学杂志》37：S161-S198。
注：图表中显示初入职场者失业率每上升1%对收入产生的影响百分比。

收入会下降约 1％。2020 年中期的失业率大约为

该群体更有可能较早结婚生子，但从长远来看，

10.5％，比危机爆发前的几个月高出 7%，这表明， 他们的家庭状况并不很好。我们发现，他们到中
当前的年轻员工到 40 岁时，他们的年收入将比去

年时的结婚率较低、离婚率较高、孩子也较少。

年已就业的人员减少 7％（见图 1）
。

在经济衰退期初入职场者还面临更高的工伤残障

更突出的是，与幸运者相比，在经济衰退期
初入职场者的死亡率在他们 40 岁出头时就开始

和社会安全残障保险费率，他们也更有可能与领
取残疾津贴的配偶结婚。

上升了。初次就业时的失业率每升高 3.9%（这大

总而言之 ：经济衰退期初入职场者不仅在短

致相当于 1982 年经济衰退时的情况）
，初入职场

期内面临着收入的重大损失，其还将面临广泛的

者的预期寿命便缩短 5.9 到 8.9 个月。我们估计， 社会和健康影响，其家庭财务、家庭构成和寿命
2020 年初入职场者面临几乎两倍失业率，其预期 也将受到持续影响。本文引用的证据主要来自于
寿命将缩短 1 至 1.5 年。
虽然平均死亡率对于特定个体而言影响相对

起步的长期影响所需的数据。然而，在低收入或

较小，但总的来说，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导致的经

中等收入国家，不幸人群可能会受到更大范围或

济衰退等大衰退期间，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经济
影响。对死亡率的长期影响主要是由疾病相关原
因引起的，例如心脏病、肝病和肺癌等，这些可
能与不良的生活方式和压力有关。其对药物过量
使用导致的死亡也有一定影响，但对中年人自杀、
致命事故或其他外部原因没有影响。
对在经济衰退期初入职场者健康的长期负面
影响还带来了不利的社会和健康后果。虽然发现
18

工业化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更容易获得研究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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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长时间的不利影响。鉴于疫情造成的前所未有
的经济大衰退，制定相关政策和聚焦个体的战略
来减轻对初入职场者的持久伤害，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重要。
哈尼斯·施万特（HANNES SCHWANDT）是卫生经
济学家和经济人口统计学家，就职于西北大学。蒂
尔·冯·瓦赫特（TILL VON WACHTER）是美国加
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