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徐珊珊 美编：许丽

A16 教育周刊2019年10月29日 星期二

HAI NAN RI BAO · JIAOYUZHOUKAN

■■■■■ ■■■■■ ■■■■■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近日
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海
南省高校毕业生达 5.3 万余人。
近年来，我省 60%—70%的高校
毕业生通过校园招聘会找到了人
生的第一份工作。

从今年6月起，海南师范大学
应届毕业生杨明早就开始撰写求
职简历，“简历改了很多遍，但总觉
得不够好。”

“在撰写简历的过程中，我一

开始不确定哪些内容该写哪些不
该写。后来，我又开始纠结用人单
位喜欢哪种类型和风格的简历。”
杨明早焦虑地说。

求职简历应该具备哪些基本
要素呢？一般来说，应该包括个人
基本信息、实习经历、个人掌握的
技能等内容。其中，基本信息即姓
名、出生年月、籍贯和毕业院校、学
历等信息。求职者应认真拍摄求
职照，不建议使用自拍照。

除了基本信息，实习经历也是
个人求职简历中的重要内容。“求
职者在一些大型企业或者政府部
门的实习经历，能提升个人求职的
竞争力。”海南一家企业的资深
HR（人力资源顾问）说。

“筛选简历时，我们发现很多
求职者只填写了个人求职意向、求
职区域和联系方式等信息，并未填
写教育经历、工作经验等内容，信
息不全面会影响招聘单位对求职

者的了解。”海南一家餐饮公司的
HR李茹笋表示。

此外，一些求职者在简历中没
有注明个人联系方式，导致招聘单
位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业内人士提醒，求职简历的
全部内容最好控制在一张A4纸
内，不要超过两页纸。简历中的
错别字会给招聘人员留下不好的
印象。因此，写完简历后要仔细
检查。

教育部等四部门：

努力实现“无塑开学季”

为使中小学生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把保护生
态、珍惜资源、爱护环境融入日常学习生活当中，教育
部等四部门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教育，并明确提出努力实现“无塑开学季”。

通知说，使用塑料容易造成白色污染，有些不合格
的塑料书皮含有甲醛和苯，对于儿童的神经系统和体
格发育有影响。根据国家“限塑”要求，努力实现“无塑
开学季”，学校不得强制学生使用塑料书皮，尤其不能
使用有问题的塑料书皮。市场监管部门要对销售给学
生、进入校园的不合格塑料产品加大查处力度。

通知强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在相
关学科教学、课内课外活动以及学校管理各个环节中
充分体现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消费，使学生切实增强生
态环境意识、提高生态环境保护能力。（据新华社电）

“双高计划”
拟建设单位名单公示
197所高职院校入选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公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
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划”）拟建设单位名单，29
个省份的197所单位入选。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此次项目遴选包括学校申报、
省级推荐、两部委托遴选确定等3个环节，支持基础条
件优良、改革成效突出、办学特色鲜明的高职学校和专
业群率先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从专业布局看，此次遴选申报的389个专业群覆
盖了18个高职专业大类，布点最多的五个专业大类分
别是装备制造大类、交通运输大类、电子信息大类、财
经商贸大类、农林牧渔大类。从产业布局看，服务面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群有113个，面向现代服务业
的112个，面向先进制造业的100个，面向现代农业的
32个，其他32个。

教育部表示，“双高计划”每五年一个支持周期，全
面实施项目绩效管理。对出现重大问题、经整改仍无
改善的项目，将中止项目建设，中止建设的项目单位不
得再次申请“双高计划”项目。 （据新华社电）

我省高校校园秋季招聘大幕开启

求职简历，如何让HR一见倾心

“一带一路”带动
小语种人才需求

日前在吉林省2020届普通高校外语外贸类毕业
生就业洽谈会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小语种人才
需求量加大，“小语种+专业课”成为很多毕业生的竞
争优势。

此次招聘会上，27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了9000余
个工作岗位，涵盖英语、日语、韩语、俄语、西班牙语、德
语、法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等外语类专
业，吸引了近5000名高校毕业生参会。

“随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往加深，公司已
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业务往来。因此，公司销售团
队急需小语种人才。”在洽谈会现场，宁波高松电子有
限公司销售经理江鹏表示，“今年我们计划招聘60名
应届毕业生，未来三到五年，公司计划在全球设立多个
销售办事处。”

“我已经接到了七八家用人单位的面试通知。”吉
林外国语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金融学专业应届
毕业生张乘源说，“‘小语种+专业课’已经成为我们的
就业优势。我的就业意向单位是金融领域投融资方向
的企业。”

吉林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苗晶说，从今年就业
情况来看，大型跨境电商类、制造类以及教育类行业非
常青睐外语外贸人才。今年，该校继开设蒙古语、印度
尼西亚语、波斯语专业后，还新增了波兰语、捷克语专
业。 （据新华社电）

职场达人教你写简历

“简而有力”更出彩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据媒体报道，新学年开始后，湖
南科技学院校园里多了一道特别的
风景：2019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一个班的30名男生自发轮流背残
疾同学上课。这道在学校教师、同
学们看来见怪不怪的风景近期竟然
引发社会热议。

湖南科技学院2019级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专业学生黎际勤由于先天
性疾病，不能正常行走，只能坐着轮
椅上学。从开学的第一天起，班上
所有男生便自发担任志愿者，轮流

接他上楼、下楼。班级将班上的 30
名男生分组，负责对应每天的早上、
中午、晚上三个时段的接送。由于
孩子行动不便，黎际勤的母亲选择
了陪读。学校在教师住房十分紧张
的情况下，腾出一间一楼的住房，无
偿提供给母子俩居住，为他们创造
便利的住宿条件，还为其改造门口
的台阶，开辟无障碍通道。

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我们
心里总是暖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扶弱助残的基因根植至深，
延绵不断。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
断深入，就近入学、划片招生等政策
的全面实施，全社会都愈加关心行动
不便的学生群体。一些新建学校增
设了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厕所蹲位已
经成为标配。有些学校还在门卫处
存放轮椅，供这部分学生免费使用。
条件较好的地区，在新建学校时增设
了电梯等设施。照顾到每一名学生，
就是美好教育的最好诠释。

硬件设施设备，只要有经济基

础，慢慢都会得到改善。更重要的
是，我们要把这种关爱变成教育的
素材，让这道风景在全社会蔚然成
风，让这种帮扶行为成为理所当然
的习惯，这才是教育应有的模样，才
是教育的使命与本质。一滴水虽
小，却能折射太阳的光辉。与黎际
勤同班的 30 名男生自发担任志愿
者轮流背他上学，其中折射出的真
善美不就是教育应该追寻的目标
吗？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立德树人的核心是使人向上至善。
30 名男生自发轮班背残疾同学上
课，之所以能引起社会热议、成为美
谈，是因为这是每个人心里想要的
教育结果，发挥了润物无声的作
用。没有美，人生是不完整的；没有
美，生命的境界难以提升。背起黎
际勤的男孩们，用风雨不间断的一
个个脚印，唤醒了每个学子身上的
责任、果敢、善意与爱心。他们飞扬
的青春，不就是最好的教育素材吗？

（据《中国教育报》）

帮扶残疾同学唤醒生命崇高情感
■ 吕龙飞

近年来，为了提升个人求职成
功率，一些求职者在求职简历的包装
上下起了功夫。采访期间，记者在海
南师范大学校门附近的复印店中发
现了不少制作精美的求职简历，有些
简历每份制作成本超过20元。

针对一些个人求职简历过度
包装的现象，方艺华表示，求职简
历包装无需太花哨，基本内容在两
页纸内写清楚即可，“求职者的综
合素质是用人单位考察的重点，最

重要的个人信息在两页纸内就能
说清楚，简明扼要的求职简历更受
用人单位青睐。”

陈海斌提醒，在求职简历中要
善于将个人能力量化、具体化，这样
更有说服力。例如，可以将笼统概
括的“具有相关销售经验”具体化为

“在某次销售活动中售出多少件商
品”，将“具有优秀的组织能力”具体
化为“组织过某项大型活动”。

“求职者可以提前了解招聘单

位的企业文化。在求职简历中提
及自己对单位企业文化的理解和
契合之处，可以提升求职的成功
率。”方艺华建议。

有关人士认为，大学生在校期
间就应提前为求职做好准备。例
如，如果毕业后有意进入某家公司
工作，可以尝试在大学期间申请到
该公司或相关行业单位实习，提前
了解公司和行业情况，提升个人的
求职竞争力。

海南大学音乐教育硕士毕业生
徐锦雯最近有点烦：“简历投了很多
份，最后都石沉大海。不知道是不是
求职简历没做好，影响了求职效果？”

海口一家销售公司的HR陈海
斌提醒广大求职者，撰写求职简历
时应避免出现求职意向模糊、给求
职简历“注水”等问题。

求职意向模糊是许多求职简历

的通病。陈海斌认为，求职者在简
历中应明确写出自己的求职岗位或
能胜任的工作，不能太“含蓄”。

三亚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方
艺华也表示，一些大学生在求职简
历中没有明确自己的求职岗位，有
些学生将同一份简历投向不同单
位，没有针对性。在求职过程中，
求职者应针对具体的求职岗位，列

出自己学习的专业、课程，实习经
历和社会实践经验等。

其次，切勿给求职简历“注水”，
夸大个人过往经历。陈海斌说，许
多初入社会的求职者缺乏实际工作
经验和社会阅历，就在求职简历中

“注水”，这样的做法并不可取。与
其在求职简历中说一些大话和空
话，给用人单位留下不良印象，不如

中肯地评价自己，“入职后，如果个
人能力和求职简历中提供的信息不
符，可能无法通过试用期。”

此外，求职简历的内容无需面
面俱到。一些求职者在简历中全
面罗列了个人经历，其实这样并不
利于HR进行筛选。建议求职者根
据应聘岗位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制
作简历。

我省秋季招聘
进校园活动近期在
多所高校陆续展开，
大学毕业生们准备
好了吗？

对于求职者来
说，求职简历是求职
路上的“敲门砖”。
求职简历的必备要
素是什么？如何制
作求职简历，才能让
自己从众多求职者
中脱颖而出？海南
日报记者近日对此
进行了采访。

求职简历：基本要素不可少

简历包装无需太花哨

改掉“含蓄”“注水”等通病

近
日
，海
南
师
范
大
学
举
行
校
园
招
聘
会
。

通
讯
员

陈
倩
倩

摄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徐慧玲

云南省全面下放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

为破除束缚高等教育领域人才队伍发展体制机制
障碍，将选人用人权限下放到高等学校，云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云南省教育厅近日制定出台了《关
于全面下放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的通知》。

按照科学界定、合理下放、放管结合原则，通知明
确将高校教师、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实验技
术等四个系列职称评审权限和高校从省外调入（引进）
或军队转业安置到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职称资格确认权
限，全面下放到云南所有高等学校（共81所，含民办高
校），实行职称评审和资格确认结果备案管理。

下放权限后，云南各高校按照国家和云南省职称
管理规定，自主开展本校职称评审和资格确认工作，自
主发文办证。通过自主评审取得职称资格的高校教
师，即可由高校自主聘任到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人员
流动到省内其他高校的，流入单位可按照单位标准和
岗位要求进行自主聘任，也可要求其重新评审。

云南各高校可按照云南现行四个系列规定的职称
申报评审条件开展本校教师评审工作，也可根据自身发
展需要，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研究类型教
师，制定符合本校实际且科学合理的职称评价标准条
件，学校评价标准不得低于国家和全省的标准条件。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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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快言快语

近期，我省多所高校开启秋
季校园招聘大幕。如何让你的求
职简历更出彩？快来听听职场达
人怎么说。

“90”后定安女孩张玉妮毕
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目前在一家
外企工作。她认为，求职简历应
该“简而有力”，要有的放矢。

“我在制作求职简历时，会
提前了解招聘公司的基本情况，
并根据招聘岗位的需求撰写简
历。在简历中，要有针对性地突
出自己与这个岗位相匹配的性
格特征和能力证明。”张玉妮说，
这样有的放矢的求职简历，能让
HR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求职者
的个人特点以及其与招聘岗位
的匹配度，增加面试机会。

“此前，在应聘市场拓展岗
位时，我会在简历中突出自己在

课外实践中进行市场拓展的经
历和成果，这是我成功获得面试
机会的原因之一。”张玉妮说。

“求职简历上的文字要简洁
明了，注意排版格式。”目前在上
海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吴豪旭
说。

吴豪旭认为，针对不同的公
司，求职者应该设计不同风格的
简历。“如果应聘公司是外企，求
职者除了要准备中文版简历，还
要再准备一份英文版简历。”

广告公司比较看重求职者
的创意，吴豪旭在制作求职简
历时增加了许多创意元素。例
如，他准备了一个求职视频，通
过卡通人物介绍自己的姓名、
专业、爱好和特长等基本信息，
希望能在求职时出奇制胜。

“在简历上下功夫，能让招聘
者看到求职者的诚意，说明求职
者十分渴望获得这份工作，可以
增加获得面试的机会。”吴豪旭
说，制作简历时可以采取一些创

意形式，但切忌“喧宾夺主”，简历
上的内容才是最关键的。此外，
简历中可以适当使用一些专有名
词和行业术语，以体现求职者的
专业性。

毕业于海南大学法学专业的
徐志千目前在海南一家保险公司
从事法务工作。在徐志千看来，

“简历格式不规范等问题，容易让
求职者失去‘印象分’。”

“个人简历内容要简练，不要
夸夸其谈。”徐志千说，简练并不

是简单，而是要突出重点，“例如，
保险公司在招收工作人员（非保
险代理人）时，重点关注的是应聘
者的行业相关经验、逻辑表达能
力等，因此在制作简历时，应力求
内容表达清晰。”

此外，徐志千建议，求职者应
该在简历中突出注明用人单位需
要的工作岗位技能，例如获奖经
历、外语水平、实践经验等，必要
时可附上相关证书或者证明材料
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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