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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些毕业生" 在就业面前显得操之过
急"盲目地做一些表面文章"这与社会上一些浮躁
的不良风气影响有关# $河南师范大学就业指导服
务中心主任马玉栋分析" 大学目前都开设有就业
指导课程"应教会大学生如何正确对待求职#

知名人力资源专家%&

"$"

人才资讯' 总经理刘
渊认为"大学生只希望简历能抓人眼球"却没想过
如何把自己真正的能力展现给用人单位" 这是缺
乏诚信的表现" 而一旦用人单位认真核查发现作
假"肯定得不偿失"等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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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京沙快速道路工程改造"郑州
市自来水总公司将对京广路%陇海路附近

"%

处供水干管进行碰管施工# 受此影响"陇海
路%京广路%永安街%苗圃街%布厂街等附近
区域实施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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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广铁路线) %苗圃街%

布厂街道路两侧实施停水#

受此影响"降压供水区域有一马路以东%

南顺城街以西%兴隆街和德化胡同以南%东三
马路和西三马路以北*南关街以东%紫荆山路
以西%陇海路以南%郑新里以北#

如有疑问" 可拨打郑州市自来水总公司
'+

小时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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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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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成绩稳
定在年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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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郑州一中校长实
名推荐实施方案出台"! 偏才怪才$仍不是
推荐的主要对象#

作为全省唯一一所能够最多推荐
%

名
优秀高三毕业生的学校" 郑州一中的推荐
方案对高中毕业生的学业成绩和综合素质
做了详细规定#! 学业成绩优秀+稳定在年
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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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素质优秀+心系国家"人格
健全"关心社会公益活动"关爱同学"兴趣
广泛"有多类爱好特长$#

郑州一中高三有约
-##

名毕业生"推荐

条件中要求学业成绩稳定在年级前
%.

"就意味
着有推荐资格的学生"成绩稳定"且排在年级
前
'#

名左右# 从这个条件看"学习成绩好"依
然是获得校长实名推荐资格的重要条件# 该
校有关负责人说+! 学校如果推荐一些偏才%怪
才"将来高考成绩不够北大降分录取的分数线"

或者有的学生没能通过面试"名额就浪费了# $

据了解"凡符合条件的高三毕业生今天可
自愿报名"经过面试%综合意见最终确定人选
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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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日拟推荐人名单将会在校内
公示" 如公示无异议"

'+

日学校将向北大报送
信息"正式推荐#

秋冬时节" 颜色漂亮的橙子大量上市" 它们大多表皮光
亮"颜色诱人"但这都是! 打扮$出来的#小贩说"就像女孩子涂
口红%抹粉一样"水果也得打扮#

因京沙快速路施工需要

明起三天 郑州多处停水

郑州一中校长实名推荐方案出台 推荐学生成绩要稳定在年级前
%.

! 偏才怪才$不是主要推荐对象

为找饭碗 不少大学生耍! 花招$

打点关系%修改简历%篡改成绩%乱添荣誉等花样百出 专家提醒不诚信反会帮倒忙

眼下正是大学毕业生求职旺季# 花钱打点"篡改成绩"简历上乱添荣誉"甚至互比
酒量,,为谋份工作"不少大学生可谓花招迭出# 专家提醒"警惕不诚信求职反帮了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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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陈小桦( 化名)今年
,

月毕业于郑州某
大学"毕业前一个月"她收到老家信阳一家事业单
位的面试通知#

面试前" 小桦打电话给在外省工作的父亲通
了个信儿# 不想父亲如临大敌"非得一同前往# 两
人到了信阳" 一向节俭的父亲特意在当地一家宾
馆开了两个房间# 面试时还算顺利"没过几天"就
收到了录用通知#一家人很高兴"坐下来吃饭庆祝

时"喝了点酒的父亲才透露"小桦在复习期间"他
四处打点用人单位"花了足足

"

万元钱#

! 我当时就很生气" 本来我的笔试成绩就是
第一"凭实力"面试也肯定没问题# $陈小桦告诉
河南商报记者" 父亲的做法让她非常难以接受"

甚至要赌气不去上班# 但父亲说"钱总不能白花#

于是" 陈小桦决定" 等自己把
"

万元钱全都挣回
来"就从现在的单位辞职"回郑州再换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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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 在郑大校园内一家复印店里"几
个大学生正在修改个人简历#

! 还有篡改专业课成绩的" 也有把别人荣誉
安在自己头上的# $复印店老板介绍"别看大学生
的求职简历外表花里胡哨"挤一挤"大多有水分#

单是给简历贴金还不算# 能不能喝酒"会不
会开车"也成了大学生的求职砝码# 日前有媒体
报道"重庆有大学生"在用人单位领导面前拼命

喝酒挣表现"导致不省人事醉卧街头#

而商报记者从省会多个驾校报名处了解到"

一进入
&

月" 报名考驾照的大学生就明显多了起
来# 这些! 灰色技能$"在大学生求职时到底能管
多大用- & 中国青年报' 近日的一项调查结果显
示"认为在职场竞争中具备! 灰色技能$很重要的
受访者"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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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的人甚至表示! 非
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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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表示自己具备! 灰色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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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个橙子 染红手指

!"

!!

#$

!!

%&

!!

现在正是橙子%柑橘热销的季节"网友! 看
见流口水$也买了些颜色漂亮的橙子回家#

剥皮时" 发现包橙子的纸巾透出了大块
红色"原以为是橙子水浸了纸巾"却出现了红
色晕染"伸出手来一摸"发现满手都是红色#

! 原来是橙子被染色了# $该网友说#

随后" 河南商报记者在郑州市紫荆山
路%农业路%医学院附近的超市%水果店"都
发现了表皮光亮%颜色好看的橙子# 这样的
橙子"手摸上去很滑溜"但是并不掉颜色"

但如果用纸巾使劲擦拭则会留下红色的印记#

在医学院附近卖水果的张师傅说"染色水
果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颜色好%光亮# 更重要的
是! 带颜色的水果卖相好"招顾客待见*再打上
一层蜡"就更容易储存了"即使一时半会卖不
完也不会发干$#

! 就像女孩子涂口红%抹粉一样"水果也得
打扮# $张师傅建议说"平时卖水果时"尽量挑
时令水果"食用时能削皮的最好削皮"这样吃
着才放心#

按国家规定" 果品是严禁上色的"对
于适宜采摘的果品" 可做适当清洗打蜡"

但上蜡要使用专业的果品蜡# 同时"根据
&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硫黄在一定
范围内可用作食品添加剂"但水果%蔬菜
并不在规定的使用范围内#

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张师

静主任表示"水果表皮上有很多小孔"颜色很容易
渗进果肉"所以在食用前"最好先看下果肉的内表
皮"如果出现颜色渗透的水果最好不要食用#

张主任表示" 因为不清楚小贩使用的颜色
是食品级染色剂"还是工业染色剂"使用量是多
少"因此很难确定对人体的危害#但如果是工业
染色剂"则很可能导致重金属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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