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后，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如火如
荼展开。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也瞄上了
求职者，趁机诈骗钱财。深圳警方结合
近期案例提醒，对于以各种名目收费的
招聘单位需要提高警惕。

近期，某高校在校生小唐在某知名
招聘网上搜索兼职信息看到一份打字员
的兼职，接着通过QQ及微信与对方联
系，但对方要求收取几笔费用。小唐通过
微信向对方转账后，对方却将小唐拉黑。

深圳警方表示，广大求职者在应聘
时需注意以下骗局：一是先交各种名目
费用。不法分子在招聘网站发布待遇
条件诱人的招聘信息，应聘者主动联系
上后，被要求先交一系列的费用。一般
在收取各种费用后，不法分子会称应聘
职位已满，甚至是收了钱就无法联系。

二是收费后人去楼空。不法分子
冒充企业或中介进行招工，以优厚待遇
为诱饵进行招聘，收取应聘者缴纳的报
名费等各种费用后，让其回家等消息，
随之携款潜逃。

三是帮应聘者找“关系”。不法分子
声称自己在某企业有内部关系，可以帮求
职者找工作，但需要先支付“疏通费”。等
求职者交钱后，不法分子立即消失无踪。

警方提醒，求职应到正规的人才市
场选择有营业执照的正规公司，并通过
企业官网等渠道，确认招聘信息是否真
实。同时，还可通过工商部门官方网站
查询企业的注册信息，辨别企业真伪。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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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行业等因素最受关注

“找工作，肯定要先看单位平台
是否有利于个人的日后发展，当然薪
资、待遇也很重要。”海南大学人文传
播学院大四学生贺鸣（化名）说，成为
新闻记者是自己的理想，“但是首先
要养活自己，才能谈理想。”

贺鸣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希望
能在海南权威媒体单位找一份工作，

“平台好，个人成长的机会才多，薪资
待遇会更靠谱。”

调查显示，受访职场青年选择第
一份工作时，最看重的两方面因素是
工 资 薪 金（47.3%）和 行 业 领 域
（45%），其它因素依次是公司知名
度、个人提升空间、当地户口、工作环
境、兴趣爱好以及专业对口等。

对于海南师范大学应用数学专
业大四学生刘宇霄来说，工作地点是
她选择工作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老家在广东的刘宇霄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决定不
读研究生。由于在学校成绩名列前
茅，她已经与广东一所学校签订了工
作合同，“当老师工作稳定，又能在家
乡工作，我对这份工作比较满意。”

三亚学院招生就业处老师方艺
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校30%的
学生毕业后会留在海南酒店、会展、
旅游等行业工作。酒店管理专业的
学生，更希望到五星级酒店工作。他
们认为在高起点的大平台工作，能积
累到更多经验。

从“校园人”成为“职场人”

人生第一份工作，如何选择？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惠君老师：

您好！我儿子去年以高分被一所985重点大
学工科专业录取。正当我们为儿子的成绩欢欣
鼓舞时，入学仅一个月的儿子却打算退学出国学
习艺术。我们赶到学校百般劝阻，但是好说歹说
就是说不通。家有如此固执的儿子真让人犯愁
啊。我们应该怎么劝说他呢？求支招。谢谢！

一对操碎了心的父母

一对操碎了心的父母：

你们好！来信收悉，家有如此折腾的孩子，

的确会令父母操心。然而危机里蕴藏着机会，身

为父母，这或许是学习与逐渐成年的孩子共处的

机会，是修复亲子关系的良机，是帮助孩子确认

人生梦想、规划人生的时刻……如此看来，这件

令人头痛的烦心事也并非坏事。身为父母的你

们，可以趁机陪孩子一起去迎接挑战，通过以下

努力将坏事变成好事。

首先，要肯定孩子追逐梦想的意义。在这

件事上，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孩子能直

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能追逐自己的梦

想，这说明他是一个有主见的孩子。同时，也

说明他对你们的信任，在他眼里你们是有包容

性的父母；二是追逐梦想是有意义的行为。人

常说“有梦想，每个人都了不起”“梦想总是要

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听到孩子要放弃一流大

学重点专业的学业去国外学习艺术，相信很多

父母对此都难以接受。但是，如果孩子去意已

决，父母最需要做的不是拼命反对，而是应先

顺水推舟肯定其梦想的价值，化解亲子对立冲

突的情境。接下来，再平心静气询问孩子的打

算。若这是孩子认真思考的结果且有具体的

行动计划，父母可以考虑为其梦想提供力所能

及的支持。

其次，掌握信息并提供可选方案。针对孩子

的绘画梦想，先充分了解各种相关信息，看看有

哪些途径可以帮助孩子实现梦想，再考虑是申请

改专业还是休学？或是退学再考艺术院校？相

对稳妥的做法是采取“曲线救国”策略。先安心

完成大学专业课程学习任务，用课余时间继续发

掘兴趣爱好；也可以申请转专业到与绘画相关的

设计专业，边完成学业边利用大学及周边资源提

高绘画技巧。待技艺成熟条件允许时，再改弦易

辙专注于绘画。

你们可以根据搜集到的信息梳理出若干方

案，指导孩子针对自身情况，分析各方案的优劣

和可操作性。然后，让孩子自主选择并督促其对

自己的选择负责。如此可让孩子看到父母的诚

意，感受到家人的支持力量。

第三，约定各自努力的范围。选定了逐梦

的行动方案之后，你们和孩子还要约定各自的

责任与努力的范围。父母再爱孩子也不能代

替孩子完成所有事。所以，请明确告诉孩子你

们的能与不能，也请孩子坦诚面对自己的能与

不能，如此方能预设一份合理的力所能及的期

待。如果家庭经济条件无法帮助孩子完成出

国学习绘画的计划，就明确告诉孩子你们的

经济情况和所能承担的范围。请孩子根据实

际情况重新设计自己的逐梦路径，适当调整

自己的梦想，然后再随着实力的提升逐渐拉

高梦想。

第四，掌握沟通的原则。当孩子提出父母不

认同的要求时，此时最能考验父母亲子沟通的能

力。父母要保持理性平和的态度，若能灵活运用

以下几条原则，更有助于疏通沟通渠道。父母要

多听少说、说感受不指责、给建议不命令。如果

孩子有抵触情绪口头沟通不了，就发微信、短信

或写信。写信时建议说出你们的担心、焦虑、希

望以及各自的责任与约定，避免宣泄情绪的抱

怨、指责与训斥。

作为父母，你们最清楚孩子的脾气与喜

好，与其激烈反对孩子放弃大好学业，不如沉

住气观察一段时间。待摸清孩子的底牌和规

律，掌握孩子的“打开方式”后再做打算。孩

子遇到困难与父母沟通时，正是学习修复亲子

关系，重塑父母尊严和权威的最好时机。

我还想对想退学重新选择艺术的孩子说，

许多艺术家的成功事例证明，英雄不问出处。

如从中央美院食堂服务生成长为画家的汪化，

从清华工科生成长为音乐创作人的李健，他们

都是在主业之外利用业余时间成就了自己的艺

术梦想。可见专业和出身并不重要，最重要是

你的梦想是否源自真爱，你是否愿意为此有所

担当并坚持不懈。当下的大学学业不是你实现

绘画梦想的绊脚石，它只会丰富你的生活阅历，

给予你更多创作的灵感和源泉。如果你能认真

对待生命中的每一段经历并从中学习，你的世

界会因此海阔天空。所以，你准备好展翅翱翔

了吗？

惠君
（作者系海师附中心理教育中心主任、心理

健康教育特级教师）

一个人 一壶酒 一轮明月
——唐·李白《月下独酌》诗赏析

■ 李静

大一学生要退学，
父母怎么办？

节后求职应聘
慎防掉入陷阱热点

日前，中国青
年报社社会调查中
心联合问卷网，对
1953名已经工作的
青年进行职场调
查。调查结果显
示，受访职场青年
寻找人生第一份工
作时，最看重的两
个因素是工资薪金
和 行 业 领 域 ，
75.7%的受访职场
青年表示第一份工
作与自己的期待相
吻合。

春 节 假 期 刚
过，许多大四学子
纷纷走上求职之
路。不久，他们将
迎来职场的第一份
工作。对于第一份
工作，大学生们最
看重什么？希望从
工作中收获什么？
近期，针对这些问
题，海南日报记者
进行了采访。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月下独酌》
唐·李白

品读嘉宾：
李静，吉林大学文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
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
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
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
为唐宋文学、词学。

在第一份工作中接受磨炼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不少初入职场的大学毕业生挑选
工作时精挑细选，生怕入错行。但
是，一些人在入职后又会因为各种
原因“闪辞”“裸辞”，从而又踏上新
一轮的求职路。

据了解，一些大学生面对理想
与现实的落差，易心生失落、难以
融入，一部分人通过不断调整走出
困境，也有一部分人长时间不适应
便消极怠工，更有甚者出现严重心
理障碍。

求职成功后，如何从“校园
人”顺利转变为“职场人”呢？海
南师范大学就业处老师雷小明认
为，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对一个人
的职业生涯有着特殊意义。这时
人们的职业生涯处于起步探索阶
段，要多学习多积累，为以后的职
业发展奠定基础。

有专家表示，目前，大学毕业
生找工作时考虑的因素很多，但
是现实与理想常常存在差距。作
为一名初入职场者，应该适时调
整自己的求职期望，把第一份工
作当做锻炼自己做人做事的好机
会，主动接受磨炼，在工作中不断
提升职业技能、与人交往的能力，
培养职业精神。

初入职场获取经验更重要

在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中，你希望
获得什么？目前已经与一家知名房
地产企业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海南师
范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大四学生
李帅锋认为，第一份工作最主要的目
的是提升个人能力。

调查显示，62.3%的受访职场
青年希望在第一份工作中学习和积
累技能经验。66%的受访职场青年
建议职场新人多和有资历的前辈共
事学习，48.6%的受访职场青年认为
职场新人要不怕犯错，多尝试。

“初入职场的大学生，要尽快了
解自己负责的各项工作内容，提升为
人处世的能力。此外，还有很多职场
法则需要大学生去学习适应。有些
人即使在大学期间曾在校外兼职过
多次，也会发现在职场上班和课外兼
职是很不同的。”李帅锋说。

“在人际交往中积累人脉很重
要，我现在的实习单位就是带过我的
记者老师推荐的。”贺鸣（化名）表示，
作为职场新人，要多和前辈同事学习
交流，能够迅速适应职场要求。“我经
常会向前辈们请教。只有虚心求教、
不耻下问，才能提升个人能力。”

有专家建议，一个人的职业生涯
长达40年左右。年轻人初入职场
时，不要轻言喜不喜欢，即便第一份
工作不是自己特别中意的，也应先做
满两年。没有两年以上的工作时间，
很难在相关行业中获取经验。

季候流转，辽阔的夜空安静地
悬挂着一轮月亮。千百年来，那轮
明月始终悬挂在诗词的上空，悬挂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

有时候，它或许是一种喜悦的
见证，就像王绩在《秋夜喜遇王处
士》一诗中所写的“北场芸藿罢，东
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
飞。”与友人在劳作之后欣然相逢，
对视一笑，月色和萤火虫一样温柔
可爱。

有时候，它也可能是一种遥寄
相思的媒介。比如杜甫在《月夜》
中曾想象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
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纵然相隔千里，诗人的一颗心也始
终与妻子儿女同在，与明月同在。

明月多情，照着人世间的悲
欢离合，有时候，它也可能是一
种安静的陪伴，就像我们品读的
这首《月下独酌》，诗人独饮独
酌，却有明月若即若离相伴左
右，这样的景象在“诗仙”李白的
笔下回环跌宕，一波三折，格外
浪漫。这一轮明月，其实也陪伴
了李白一生。

李白与明月的故事三言两语
是说不尽的。在他的诗歌里，温柔
的白月光数不胜数。无论是“小时
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的天真童趣，
还是“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

一问之”的旷逸洒脱，抑或是“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思乡情深，
这些都与月色交融，都是难以言表
的人生况味。

写下这首《月下独酌》的李白，
当时正在长安，那应该是唐玄宗天
宝三年（公元744年）。我们都知
道，李白胸怀天下，有济世救民之
志。怀着澄清天下理想的他，在天
宝元年奉诏入京。但是他后来却
发现，唐玄宗只是想要他做一个歌
功颂德的御前文人，他的志向无从
施展，反而惹来小人的诋毁与谗
言，这让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
苦，满怀苦闷无人可解，只能独酌
独饮以解千愁。

作为一首流传千古的名作，
《月下独酌》不仅与明月美酒相关，
其最大特点还在于诗人将自己矛
盾孤单的情绪，在破与立之间，表
现得淋漓尽致。明月多情也无情，
多情相伴也好，无情旁观也罢，诗
人都能在月光里实现一种大浑融。

《月下独酌》的前两句先写诗
人的孤单处境是“花间一壶酒，独
酌无相亲”，身边没有亲友相伴，只
能孤身一人在花间持一壶酒独酌
独饮，但是诗人并不满足于此，于
是他运用自己那浪漫的情思，想象
自己举杯邀请天上的明月共饮，加
上月光下自己的影子，就成了三人

共饮，“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两句从孤单中跳脱而出，诗人的洒
脱风致也呼之欲出。

但是，诗人并没有就此沉溺
于自己的想象之中，而是认识到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明月
本来就不能与自己一起饮酒，影
子也不过是白白地跟随着自己，
并不能给自己慰藉。这两句诗是
诗人从自己的浪漫想象中回到现
实，孤独之感比诗歌开始的两句
更深一层。

就算是明月无情，孤影无意，
诗人也依然与它们相处甚欢，“暂
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暂且与
月与影及时行乐，共醉春光。接
下来的四句诗，对这一场景进行
了具体的描绘，“我歌月徘徊，我
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
分散。”

酒意酣畅，诗人唱歌的时候，
明月也随之徘徊，诗人起舞的时
候，影子也随之转动。在还算清醒
的时候，诗人与明月身影一起欢欣
享乐，直到喝醉了，它们才与诗人
恋恋不舍地告别。

诗歌写到这里，已经经历了三
次转折，孤独与共交欢之间的诗人
有着浪漫想象，也有着现实的认
知，一半清醒一半沉醉，与“酌酒”
的主题紧密呼应。诗歌最后一句

也以“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来
继续这种看似矛盾的破与立，虽然
知道明月无情，但却依然期待下次
相约共饮。

一个人，一壶酒，一轮明月，若
聚还散，忽近忽远。月下独酌这幅
画卷，就这样在我们的面前缓缓展
开。而最让人感到震撼的，还是那
盛唐背景下的谪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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