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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

作为高校毕业生的你，在求职路上
有哪些故事？现在还有着怎样的困惑？

欢 迎 和 河 南 商 报 记 者 联 系
（18530888675、13526795768），我们将用

心倾听、用心答疑。
有用人需求的企业，也可以联系我

们，一同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
选择。

2020年林州市面向社会为纪委
监委等 25个单位公开招聘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59名。

报名时间：2020年 7月 13日 8:00
至2020年7月16日17:30。

报名方式分为电脑端报名和手
机端报名。

受疫情影响找工作屡碰壁，大学毕业后她踏上新“征程”：三四天就用完一支笔，花3万多元集训39天

备战公考 她开启了高考冲刺模式

为高考拼搏的日子历历在目，今年
的应届毕业生郑岩即将迎来人生第二
次“高考”。

受疫情影响，对口专业不好找工
作，郑岩选择了最稳定，但竞争也很大
的公考。

为此，她还报了集训式的课程，像
四年前一样，开启了冲刺模式。

河南商报讯（记者 崔文）2020年河
南省考共招录 9837 人，比 2019 年扩招
33%，创下历史新高。

和往年不同的一点是，今年除了

省直单位有 133 个岗位对基层工作经
历有要求外，其余 5796 个岗位均不要
求基层工作经历，应届毕业生报考有
优势。

6 月 22 日 报 名 截 止 ，报 名 人 数
突 破 了 46 万 ，同 样 创 下 历 史 新 高 ，
热 门 岗 位 甚 至 出 现“ 千 里 挑 一 ”的
局面。

今年省考超九成岗位 均无须基层工作经历

一批热门岗位来袭
看看哪个你最心仪
涉及高校和地方事业单位

6月24日起，河南商报推出“毕
业季·就业季”系列报道，关注今年大
学生就业现状。同时，河南商报还联
合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发布最新的
招聘信息，为大学生就业提供助力。
最新一波招聘岗位来袭，毕业生们，
准备好了吗？

郑岩没有想到，四年的大学时光结
束后，她要开启第二次“高考”般的学习
生活。

郑岩是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大四下
半学年，她和其他同学一样，开始为毕
业后的人生道路做准备。不过，在考
研和心仪的辅导机构应聘上，她都折
戟沉沙。

“随着疫情在全球扩散，国际经贸
这块受影响很大，涉及的企业效益都不
太好。”和之前专业对口企业提供的岗
位相比，今年的岗位少，福利待遇也有
所降低，几次招聘会上的观察，让郑岩
觉得找对口专业的工作难上加难。

“其实，考公务员一直是我的就业
选择之一，尤其对女孩子来说，这是份
稳定的工作。”但是，在真正选择它时，
郑岩没想到是这么的义无反顾、破釜
沉舟。

还没来得及和同学来一场毕业聚
会，6 月 11 日，在 2020 年河南省考公
告出来后的第二天，郑岩就拿着奶
奶、父母资助的 3万多元，到郑州市红
旗路上一家知名的公考培训机构报
了名。

郑岩在公考方面是零基础，需要
系统地学习，她报的还是那种包住宿
的集训班，总共要培训 39 天，一直到
笔试前两天的 7月 23日，“3万多元确
实不少，但是笔试不过会退一部分钱，
相当于只交 5000 多元，真要考上了，
花 3万多元也值了”。

在郑岩看来，这种培训模式、竞争
压力，像极了她人生的第二次“高考”。

拿着家人资助的3万多元
她迎接人生第二次“高考”

河南商报记者 杨东华/摄

每天重复两点一线的生活，三四天就用完一支笔

在集训式的培训机构里，郑岩重新
过上了两点一线的学习生活。

早上 7点，郑岩从学校为考生租住
的酒店房间里醒来，培训机构离酒店步
行不到 10分钟，为了节约时间，她总会
在路上买早餐吃。

这两天，老师开始教数量关系的知
识了。河南商报记者在教室里看到，每
当老师讲到知识点时，包括郑岩在内的
后排考生，都会站起来听课，然后“刷刷”
地在演草本上计算着题目。这种画面，
想必不少高三考生都似曾相识。

“这是公认的行测考试难点。”下课
后，郑岩告诉河南商报记者，一遇到难
点、必考点，班里的后排同学都像打了鸡

血似的站起来听，“更多的时候我是因为
被挡着才站起来的。”郑岩无奈地说。

郑岩桌子上的演草本，由于长时间
使用，已经鼓起了一个包，很难再合上，
有一支水笔里的墨水，也消耗殆尽。

“数量关系、材料分析，很多都需要
计算，所以三四天就会用完一支笔。”郑
岩说，而在读大学时，基本上一年才会用
完一支笔。

晚饭的时间同样紧凑，她经常会选
择比较方便的饼夹菜和串串香，对付几
口后，赶回教室上晚自习到晚上9点。

“说像‘高考’冲刺真的一点不为
过。”郑岩说，酒店、教室两点一线，仿佛
就是四年前的重现。

面对压力，相信好心态能战胜一切

郑岩称，与高考时最大的不一样，
是自己长大了，也更自觉了，现在的自
己心态超好，“有时候晚上我们还点烧
烤加个餐，高考时肯定不会这样吧。”郑
岩说，既然选择了考公务员，就不再焦
虑了，好好备考是应该的，但也不能绷
得那么紧。

今年的省考，竞争压力依旧不小，想
要成功“上岸”，仍要面临“千军万马过独
木桥”。郑岩报的是郑州市高新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一个和专业对口的岗位，“没
事，我报的这个岗位也就一百来人争一
个岗位，相当于高考时考个班级前两名，
我会尽力的。”郑岩说。

今年疫情下的就业形势，或多或少
影响了应届毕业生的择业观，公考更受
重视，郑岩也不例外，即使这次没能考
上，她计划继续考，“接下来还有事业编
考试、国考，题型差不多，这次好好学，往
后都能用得上。”

征集

我有版面，你有求职故事和招聘岗位吗？

郑岩在培训机构教室里上课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招聘工作人员30名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是经河
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部备案的专科层次国家公办高
等职业院校。本次学院公开招聘工
作人员30名。

学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方案在河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网
址：www. hrss.henan.gov.cn/）、河南工业
贸易职业学院网站（网址：www.hngm.
edu.cn）、委托第三方机构网发布。发布
时间为2020年6月24日~7月3日。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招聘17人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创办于 1951
年，坐落在河南历史文化名城古都安
阳，隶属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管
理，是河南省唯一一所以护理为主的
公办全日制高等医学院校，2020年度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7名。

报名时间为 2020年 6月 28日至
2020年 7月 6日。报名者可登录 http:
//webhr.hncedu.cn/zpNew/index.do完成
网上报名。

林州市事业单位招聘59人

·人物故事

关于具体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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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