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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个月，我就要走出校门，正式
入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了。作为一名
职业院校的学生，能够被这样一家“国字
号”科研机构看中，我感觉既幸运又自豪。

相比其他同学，我的求职之路少走了
很多弯路，因为我从大一时就“瞄”上了这
家科研单位，立下了求职“小目标”。

可想要进入这个“国字号”的科研单
位并不容易，它要求应聘者必须技能过
硬，在国赛中拿过大奖。奔着这个目标，
我从大一时就积极参加各项技能大赛，埋
头苦练。那些日子，我一天至少要在实训
室练习15个小时，从早上7点忙到深夜甚
至次日凌晨是常事儿，吃饭靠同学打包

送，睡觉要拿着宿舍楼钥匙“走
后门”，老师也一直陪在我们
身边，和我们一起拼、一起
练……

苦心人天不负。去年
10月份，我获得了第四届全
国智能制造装配钳工学生组
河南省选拔赛一等奖，并在
接下来的国赛中荣获二等奖，
如愿拿到了应聘“入场券”。

接到面试通知的那一天，我激动
得连晚饭都没吃，赶紧打电话向老师和学
长请教，还特意理了发、买了新衣服。由于
是线上面试，面试那天，看着屏幕里一字排

开的六七位面试官，我手心直
冒汗，好在准备充分，也算对
答如流。

拿到入职通知书的那
天，阳光格外灿烂，我喊
来亲戚朋友，自己下厨做
了一大桌子好吃的，大家
都为我高兴。

回想找工作的点点滴
滴，我感触最深的是，只要用

心处处是舞台，读职校一样能成
才。今后，我还想继续学习深造，带着一
颗“匠心”高飞，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国工
匠。③9 （本报记者 冯军福 整理）

疫情下就业形势严峻，当周围不少同
学还在为求职“干着急”时，我却早早通过
了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第一中学的招
教考试，做好了成为一名高中语文老师的
准备。

有人问我，为何选择新疆而非北上广
深？我的回答是“心向往之，行必能至”。

选择去新疆做老师，我有无数个理
由，“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想让边疆的
孩子从文学经典中获取力量，想看看新疆
的风景，那里的雪山、湖泊、草原……无一
不是我的向往。”

为了去新疆，我还拒绝了一家很好的
企业。

去年 10月，我在新疆人社厅官网看
到一则招教信息，便报考了克拉玛依市独
山子第一中学。两周过去没收到回复，我

以为希望渺茫。
10 月下旬，学校为毕业

生组织了招聘会。我参加
了中建三局宣讲会，并接到
了录用通知，但心里却怅
然若失，我清楚自己一直
希 望 去 西 部 从 事 教 育 工
作。难道只能放弃理想吗？

让我惊喜的是，几天后，
我竟然接到了新疆的电话，通知
我资料审核通过，可以参加“云面
试”。充分准备后，我试讲了苏轼的《念奴
娇·赤壁怀古》。通过各项考核后，我接到
了签约通知。

经过与中建三局充分沟通，我顺利解
约。去年 11月，我拿到三方协议并寄往
独山子教育局。

去新疆工作不是一件小
事儿。在和家人商议时，爷
爷的话让我很受震动。他
说：“国家有发展西部、支
援边疆的政策，找工作不
能纯然出乎利益，如果大
家都去发达地区，那落后
地方怎么办？”

爷爷的话让我更加坚定
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按计划入职，我将会在7月

15日前到独山子接受教育部门组织的培
训，之后上岗成为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紧跟时代步伐，做喜欢的工作才会心
中有梦、眼里有光。希望我们都能在自己
的“人生蓝图”里闪闪发光。③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高雅 整理）

记者：面对疫情反复等多重挑战，我省在促进大学生就业上采

取了哪些举措？

吕冰：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千方百计拓岗位，攻坚克
难促就业。

一是政策护航保就业。今年省政府相继出台《稳就业若干政策
措施》等系列惠企纾困保就业政策措施，通过减税降费、增加岗位、
加大培训力度等16条“硬核”措施为毕业生就业保驾护航。

二是千方百计拓岗位。省教育厅以承办全国就业促进周主会
场活动为契机，协调省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扩大政策性
岗位规模；各高校落实“一把手工程”，实施书记校长访企拓岗行动。

三是精准服务强指导。全省教育系统持续举办“疫”时代“云”就业
和“百校千企”直播带岗等线上双选活动，提供就业岗位261万个；开展

“互联网+就业指导”公益直播课系列活动，受益师生近100万人次。
四是困难帮扶促就业。实施“新时代·新梦想”公益帮扶和“跟

踪帮扶保就业”专项行动，要求高校至少为每名就业困难群体毕业
生精准推送3条以上岗位信息，帮助他们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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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克难促就业

记者：河南大学怎样出实招、做实事，助力毕业生找到心仪的工作？

李玉峰：学校出台《校领导访企拓岗促就业活动实施方案》，推
动形成就业快速扩容机制；各学院（部）和研究生培养单位实行“网
格化”管理，把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和服务工作“包干到人”；在做好
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教学的基础上，组建专家团队每年为近千名学生
提供“一对一”就业指导咨询服务；紧盯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精准帮
扶，确保这些学生的就业去向落实率不低于平均水平；用好“智慧就
业”工作平台，精准推送就业信息，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学校还深挖就业市场资源，设立“就业岗位直推”绿色通道，精
准对接校友企业、重点合作单位等的岗位需求，完成内部直推；就业
部门负责同志利用线上直播间向毕业生“推介”岗位、向用人单位

“推销”毕业生，近百家用人单位参与直播带岗75场，吸引8000多名
大学生在线观看，帮助近300名毕业生拿到录用通知书。

记者：企业眼中的理想员工是什么样的？我们怎样通过校企合

作，和学校合力培养高技能人才？

张晓峰：我们理想的员工首先应诚信正直、品行端正、做人厚道、
忠诚敬业；其次，内驱力强，有追求成功的强烈愿望，把持续学习当成
一辈子的事情；当然，还要具备相关岗位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宇通是国家首批现代学徒制和新型学徒制试点，并
于 2021 年 7 月入选第一批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
我们希望充分发挥行业优势，更广泛更深入地
开展校企合作，完成好产教融合各项工作
任务。比如，与院校合作提炼新技术
应用要素并融入实训教学环节，
开发完善实训设备和教材，让
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能接触
实践课程，实现产业需
求和学生实习实践
培 养 的 有 机 衔
接。③9

包干到人助就业

校企合作育人才

两年前，我和团队还在学校工作室里
为虚拟人物画像，为打造应用场景犯愁。
两年后即将走出校门的我，成了一家文化
传媒公司的执行董事兼经理。

创业的种子是入学时种下的。在校
期间，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创业训练营活
动，加入了创业精英班。每年暑假，学校
都会为我们开展各种创业素质能力培训。

去年 10月，我们团队顺利入围第七
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全国总决赛。在创业指导老师蔡晶晶
的帮助下，我们最终确定参赛项目为“蔓
乐盎——中国领先的元宇宙国潮动漫 IP
服务商”，一个古风类寓教于乐社交平台。

临近比赛的最后两个月，我和团队成
员白天对项目进行打磨、修改，凌晨 4点

才有时间开“头脑风暴”会，碰撞
创意、优化设计。所以，我们
给团队起了一个形象的名
字：凌晨四点小分队。在大
家的不懈努力下，“蔓乐
盎”终于成长起来，在总决
赛中获得 86.06分，位列金
奖！

比赛虽然落幕，但好的项
目不应止步于此。回到学校
后，我们选择到真正的商海里去游
泳。为了支持我们创业，学校发放了
5000元创业补贴，3年内免费入驻创业孵
化园，这为我们节省了一笔不小的费用。

目前，我们已在平台上搭建包括清明
上河园、长安城在内的 53组大型传统建

筑场景和 217个国风建筑，设
计有五虎上将、东吴十三将
等 13 套传统人物 IP 形象
及孙悟空、赵云等 128 个
单体形象，用户数量达
127 万人，累计收入 268
万元。

这是一个有想法就有
未来的时代。从学校 10 平

方米的工作室，到全国赛场的
金奖领奖台，再到网络社交平台执

行董事，这些跳跃对我来说充满挑战，但也
彰显了青春的力量。创业之路，不见得每
个人都要去走，但只要有想法有本领，就会
有好出路。③9

（本报记者 冯军福 整理）

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坐到
电脑跟前，看看就业平台“青创就业帮”的
后台数据，再处理留言。上午我一般都会
出去联系业务，下午回来打包发货。我现
在租的两居室，既是仓库、办公室、会议
室，也是住处。

这个公司是我大二时成立的，面对学
生做教育咨询、服装租赁，现在还拓展了
医疗器械销售，自己是老板也是员工，还
有一部分专职和兼职同学。

说起我的创业路，其实也是一波三
折。我进入大学后，多次参加创新创业大
赛，而且连连获奖。这让我对自己的创业
能力充满信心。

2020年 3月，我正式“下海”，在老师
的指导和帮助下，注册成立商贸公司，租

了一间办公室，主要面向学生
开展业务。

我设想学校一开学，自
己就能大干一场。然而，现
实给了我一击，由于疫情，
开学迟迟没有消息，公司
处于只出不进的状态。

我给自己打气：“既然
选择创业，不能因为一点困难
就退缩，要坚持下去。”

我借了 2 万元，和一个朋友一
起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到义乌，
批发了一批日用品，回来摆地摊。虽然
当时挺难的，但收获也很多。9月份，学
校终于开学了，公司的各项业务也慢慢
步入正轨。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
想给别人撑把伞。”我自己遇
到过迷茫、困惑，就特别想
打造一个平台，让大家得
到更多信息和指导。

机缘巧合下，我和开
封市青年企业家协会有了
接触。我就搭桥连线，促

成了学校和协会的合作，并
开发了“青创就业帮”线上平

台，在创业孵化、就业岗位等方面
为学生提供精准服务。

我觉得就业路上要勇敢踏出第一步，
踏实走好每一步，拼尽全力朝着梦想的方
向前进。③6

（本报记者 曹萍 整理）

□王俊霞 王姿惠 常冬霞

刚过谷雨，社旗县大冯营镇的南
阳豫南宛艾制品有限公司的艾草种植
基地，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绿色，一簇簇
艾蒿郁郁葱葱，香飘四溢。又到了艾
草收割的季节，在该企业的艾草加工
车间里，40多名工人在机器的轰鸣声
中紧张地忙碌着。艾贴、艾条、艾饼、
艾枕、足浴包等产品在这里加工后，销
往全国各地，并远销韩国、日本、东南
亚等国家和地区。

当前正是艾草收割加工的季节，用电
负荷较大，加上该企业最近上了新设
备，5月 17日，国网社旗县供电公司积
极主动靠前服务，组织焦裕禄共产党员

服务队来到艾草加工厂，检查安全用电
情况，确保电力安全供应，企业正常生产。

“最近订单很多，刚签完了一个
3000万元的大项目，多亏电力供应足
啊！”南阳豫南宛艾制品有限公司的负
责人对前来为供电线路进行安全检查
的供电公司服务人员说道。

电力及时雨 增产有保障

2020年，社旗县大冯营镇李庄村
建起了南阳豫南宛艾制品有限公司加
工扶贫车间，国网社旗县供电公司大
冯营供电所为加快该企业顺利开工，
新建了 6 基电杆，400 伏线路 300 余
米，通上了动力电。生产线运作起来

后，这家公司凭借着成熟的艾草种植
及再加工技术，过硬的产品质量，产品
畅销国内外市场。2022年，随着订单
的增多，新设备的投入，该企业之前的
一条 400伏线路已不能满足机器满负
荷运转，大冯营供电所经过与企业沟
通，多次现场勘查，根据现场负荷运转
情况，在原有供电线路的基础上，又拉
了一条300余米的400伏线路，全力保
障艾制品加工厂的用电需求。

艾叶飘香季 人间好时节

社旗县有句谚语“家有三年艾，郎
中不用来”，这里家家户户对艾草有种
特别的情感。近年来，社旗县政府加

大艾草产业发展，以大冯营镇、桥头镇
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村民扩大艾草
种植面积，构筑乡村振兴生态圈。入
夏前后，大冯营镇艾草种植基地进入
全面灌溉的高峰期，大冯营供电所为
该艾草种植基地投资建设农田水利灌
溉机井配变 7台，铺设低压电缆 2000
米，开展安全用电检查20余次，排查用
电隐患 5 处，并根据客户用电负荷情
况，给出科学的用电建议，同时，供电
所开通了艾草种植排灌办电“绿色通
道”，将优质服务送到种植户的心坎上。

国网社旗县供电公司：满格电服务 带来艾飘香

右图：国网社旗县供电公司工作
人员为南阳豫南宛艾制品有限公司宣
传讲解安全用电知识。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嘉 宾 省委教育工委专职委员 吕冰
河南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就业市场科科长 李玉峰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经理 张晓峰

求职这条路
我们陪你走

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首超千万，其中我省高校毕业

生达81.7万人，较上年增加 11万人，总量和增量均创历

史新高。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省里政策扶持，学校包干到

人，同学们勇敢逐梦……大学生就业创业的背后，是一

个个“心中有梦、眼里有光”的青春故事，是一项项“你的

求职路、我们陪你走”的暖心行动。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记者花费一个多月时间，跟访了

4位应届毕业生，倾听他们求职路上的酸甜苦辣、感悟期

盼，看首批 00后大学毕业生怎样怀揣梦想奔赴星辰大

海。③6

编
者
按

心
怀
星
辰
大
海

哪
里
都
是
舞
台

—
—
跟
访
二○

二
二
届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之
旅

河南大学李果——

去新疆就业是“心向往之，行必能至”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轩晨明——

带着一颗“匠心”高飞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任志远——

我为元宇宙“画像”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顾昊基——

踏实走好创业路上每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