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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玉莹

1990年 9月，初秋的上午，我从西平县税务
局拿到调令去师灵所报到。下车正要问路，刚好
看见门牌，就径直走了进去。临街两层楼的小
院，一半是浓荫的大树，一半是繁茂的菜园，整洁
而幽静。

师灵我并不陌生，舅舅家就在街东。这里是
当年西平县树立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很早
就有化肥厂等乡镇企业，殷实的家底使师灵乡一
直是全县经济的翘楚。位于县城西部中点，公路
径直穿镇而过，商业沿路而兴，形成了独一无二
的“十里长街”，一街两行摊位林立，集市热闹非
凡。

院里没人，敞着门的办公室里，一男青年在
看报纸。我刚开口，他就说：“你是新来的大学生
吧？”接着，这个貌似潘长江的小伙儿，便极热情
地接待了我，后来知道他叫金民。

每月 7日前，工商所所长老陈、运管所所长
老于和我，就在这里联合办公。两位长者皆 50

岁开外，老陈为照顾家，从县局辞了副局长回到
师灵；老于是当地名人，一表人才，曾是乡剧团团
长，女粉丝很多。渐渐熟悉后，我们仨便成了忘
年交，坐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友谊与日俱
增。

所里 8个人，楼上 6个都是小年轻，就我和
小敏两个女孩。勇建结婚生子了，嫂子在大门耳
房里卖书。大家都是书屋的常客，他们聊天我看
书，当时金庸的武侠小说正盛行，我一本不落地
看完了。

1993年 4月，我工作调动离开了师灵。虽然
只有短短三年时光，却在我心底刻下深深的印
记。常常忆起清冷的月光下，下乡归来骑行的我
们从街西高地一路俯冲而下的快意；忆起春天的
田埂和公路上那泼洒在花香和绿荫下的笑声；梦
到夏夜的月光下，围坐在楼顶快乐歌唱的情形；梦
到那条长街、那个小院和那些熟悉的人们……

这一切，虽然隔得很远，却始终不曾忘怀。
它们在时光深处渐行渐远，却在我心灵的原野
上，静静地飘荡。6

7月 10日上午 10点多，位于郑州市航空港区的人才交流中心陆续迎
来求职者。

在人才交流大厅，记者看到，巨大的求职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在不停地
滚动着，招聘求职数据空间分布统计、求职热门和招聘热门种类一目了
然。现场的招聘公司间隔一个空位有序排列，企业代表身后的电子屏幕有
公司简介和招聘职位及薪资。

求职者戴着口罩陆续来到招聘会现场，在每个展台前认真咨询招聘信
息，或填表或与同行朋友商量着，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在郑州邓亚萍新发展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富士康等企业展位前，很多
毕业生都留下了联系方式。企业代表张先生说：“我们需要的岗位很适合
年轻人，提供的就业环境也好，所以比较吸引年轻人。”

求职者小高一早就来到现场，先在基本信源电子屏上将场内的企业查看
一遍，然后筛选出符合自己的企业，逐一去和企业代表沟通。在一家科技公司
的展位前，他看了看屏幕上的要求和薪资，将自己的身份证放置在展台上的识
别位置，坐在对面的企业代表就能看到小高的简历，双方快速匹配供需要求。

截至中午12点，很多企业都收到了求职者的简历。省内一家生物技术
企业的智经理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今年为求职者提供了近20个岗位，同时
接受线上“空投”，已经有不少求职者向公司伸出了“橄榄枝”。

省人才交流中心主任冯以干介绍，本次现场招聘对所有招聘单位实行
展位费免费，并结合中国中原人才网线上招聘企业资源，为求职者提供软件
开发工程师、人力资源、客服、文员、会计、技工、普工等岗位。

“为了更好地服务求职者、毕业生，我们每周三周四线上发布招聘信息，周
五现场面对面，都是经过严格审核的企业和岗位，为各类求职者提供期待已久
的职场逐梦之门，为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洽谈交流的高效公共就业服
务平台。”冯以干说，求职者还可通过微信扫码进入官网快速完成简历注册，并
可在线进岗位匹配，体验更轻松、更便捷的求职之旅，开启“云”招聘求职服务。

今年我省应届高校毕业生达66万人，创历史新高。加之受疫情影响，
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迟拉长，就业压力明显加大。

郑州大学毕业生刘秋岑说：“从5月份开始，班里的同学都在积极找出
路。有的准备公务员考试，有的在家浏览线上的招聘活动，投简历，都觉得
压力很大。”她返校后，和同学在宿舍相互改简历、分享招聘信息、浏览网上
的面试技巧、录制求职视频等。“虽然今年情况比较特殊，但很多同学都收
到了好消息，让正在找工作‘路上’的我，对未来的生活更有信心了。”

在谈话中得知，宿舍四个人的毕业选择各不相同，企业、事业单位、考
研、创业，多元选择，开启精彩人生。

前几日，《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本科计算机类、高职铁
道运输类专业领跑薪酬榜，从事医护相关工作饭碗最“硬”，当教师就业“幸
福感”最强，教育、文体娱乐、零售业成为大学生创业主阵地。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19届本科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为1.6%，高职毕
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为3.4%，今年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则持续上升。以教育
和零售等为代表的相关领域因创业门槛较低，成为毕业生创业的首选。

杨明娜毕业后，开启了线上直播，业务范围从吃穿用品到家居装饰。
“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美容、美发、健身等生活服务业发展迅速，‘线
上化’逐渐成为趋势，对擅长线上运营的毕业生需求也日渐旺盛。所以，我
选择了在‘线上就业’。”她说，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元、开放，很多年轻人
就业不再囿于稳定，而是广开思路，勇于创新。

为了助力大学毕业生就业，我省各方积极搭平台、拓渠道。
今年 4月，省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实施意见》，公

布了多条措施稳就业。许多高校也创新工作模式，发动校友或教师资源，
积极发掘各种就业渠道；有的企业针对高校毕业生发放岗位补贴，减轻就
业压力；招聘平台信息及时更新，精准推送岗位信息；毕业生也各展所长，
勇敢面对挑战，在这个就业季的洗礼中逐梦未来。

省宏观经济研究院专家胡红杰认为，要积极发挥各级就业工作协调机
构作用，优先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重点做好农民工就业保障，同时加大对
就业困难人员的政策扶持，守住经济社会发展的底线。

卫威是省人才交流中心服务部部长，他这两个月几乎把省内的高校都
跑了个遍。因为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很多高校毕业生都是分批到校，并
且要在校内完成毕业事宜再离校。为此，他每周都联系一所高校，举行小
型现场招聘会，让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选择就业。

他说，受疫情影响，几乎所有高校的线下春季校园招聘活动不得不取
消。为更好服务今年的高校毕业生，省人才交流中心与高校合作，为毕业
生集中提供招聘信息、面试、签约和互动沟通的一站式服务，帮助他们快速
了解市场、发现机会、申请工作。

这几年，科技的进步带来了社会的新变革与经济的蓬勃发展，也衍生
出许多新产业、新职业。尤其是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新职业，在未来需
要大批的人才，这为新生代青年创造了良好的就业机会。

在郑州市郑汴路一家写字楼里，张丹丹正和人力资源部的人开会，他
们公司今年计划招聘 7名应届毕业生，其中 4名是侧重计算机软件开发。
张丹丹说，今年复工复产以来，政府对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增值税税率下
调、社保费率降低，一系列为企业“减负”的措施出台，这让像他们这样的小
微企业不仅存活了下来，还能增加岗位。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现在是就业高峰期，很多
企业在有序复工复产后也需要人才，今后将持续推进稳就业的各项政策落
地见效，形成合力，化解就业压力，确保我省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7月14日，郑州市经开区祥云办事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班的学员集体
“毕业”了。学员张珊珊高兴地拿到了就业意向书。对她来说，这次培训班
不仅让她学会了新的技能，社区也为她的工作“牵线搭桥”，让她对未来的
就业前景充满期待。2

求职是人生短暂

的一战。

马尔克斯曾说，只

有用水将心上的雾气

淘洗干净，荣光才会照

亮最初的梦想。在这

个火热的毕业季，听听

曾经的“白衬衫”入职

趣事吧。

□王华峰

前不久，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给我打电话报
喜，自己顺利入职了。听到这个消息，很为他高
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确实让我欣喜。

回想我当年刚参加工作时的情景，感慨万
千。

20世纪 80年代，我大学毕业后有幸被分配
到了人民银行地区分行工作。当年，我们5个大
学毕业生分别进入了5个部门，因为我学的专业
是中文，就被办公室要去做文员。

刚到办公室第一天，主任就把他手写的讲话
稿让我誊写。那时的办公条件和现在比真是天
壤之别，刚配备一台“四通”打字机，打字员操作
还不太熟练，文秘工作人员基本上靠手写。我就
在田字格的稿纸上一字一格、一笔一画地认真誊
写，不敢敷衍。主任看过，和颜悦色道：“挺好。”
那时我才明白，这是在考察我的字。但我在抄写
的过程中，默默地学习了他的写作方法和技巧。

职场如战场，办公室工作更是如此，白天忙
碌一天，晚上加班熬夜连轴转是常态。我入职不
到一个星期，就遇到了全地区的大会，材料多，打
字速度跟不上，主任就让我刻蜡版油印，连续加
班两天两夜，累得胳膊酸疼，熬得哈欠连连。

做办公室工作仅有一定的文字功底还远远
不够，必须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历练技能才能成
长。入职半年后的那一年年底，单位获得了上级

先进集体，让准备一篇有分量的宣传报道。主任
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拿着厚厚的一叠手写版材料
交给我说，晚上加班把这个材料压缩成 2000字
左右，明天交给他。

这对于一个刚入职的小青年来说，绝对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有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
下班后，我拿着材料回到家中，晚饭都没有心思
吃，翻来覆去地阅读原稿。

誊好落笔，天已大亮。此时，我感觉饥肠辘
辘，简单吃点儿东西，骑上自行车直奔单位。当
我把材料交给主任时，靠在藤椅的他直起腰杆看
了两遍，食指在稿子上弹了弹，笑着说：“有功底，
有创意。”

这篇稿子不仅用在了报纸上，后来，还被办公
室一位会讲普通话的大姐作为演讲稿，在全地区
9个县支行巡回演讲。作为撰稿人之一的我，名
字也悄悄地在全行传开。在领导和同事的鼓励帮
助下，我也因此喜欢上了写材料、写文章、写稿子，
激励我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养成了一种写作
的习惯。

入职金融部门工作，不懂金融业务是吃不开
的。我暗下决心，尽快适应工作环境，由不懂专业
的外行变为懂专业、会业务、善研究的内行，学习
金融知识，研究金融业务，撰写金融文章，并经常
在报刊上发表金融方面的看法、观点、见解。

初入职场的遇见，一路走来的习惯，是我人
生成长的过程。学而不厌，笔耕不辍，时刻提醒
我日日精进仍是职场生存的不二法则。6

□李丹

参加工作这几年，招考、回调、选调，每一次
回忆都历历在目。尤其是选调考试那天的尴尬，
终生难忘。

选调考试前一天晚上我就盘算好了，第二天
一定要早点出门。以我严谨的性格，身份证、准
考证、涂卡笔、橡皮……凡所需要，都准备妥当装
在透明袋子里。

第二天临出门，我突然想带瓶水。水装进去
了，又感觉背包太乱，于是又把东西全掏出来整
理，包括那一小袋考试必备物品。

到了考点，我和同事有说有笑地聊天，直到
考场铃声响起，我一打开包傻眼了。那一袋考试
必备的材料和文具呢？顿觉天旋地转，血都涌上
了头。

我找安保说我考试所需的东西都找不到了，
他立马也紧张起来，并向巡考说明情况。

巡考是位女士，显然她听到我的情况也感觉
很不可思议，毕竟工作好几年的人很少犯这样的
低级错误，但她还是问我东西掉哪儿了。此时，
长长的走廊已经空无一人，考生都准备就绪。我
慌忙打开手机，同事曾问过我考试时间，我给他
发过准考证图片。但我知道这样肯定还不够，我
立马说出自己的身份证信息，不等她说话，赶紧
又说：“这样，我现在写保证书，考试结束立马把
身份证明信息、材料送到局里。”

她犹豫着，考虑着，最终点点头说：“你先进
去吧，待会儿我跟主考人员反映一下情况。”我长
吁了一口气。

可是我没有笔，考场里也没准备。监考老师
轻声问谁有多余的笔，大家抬头都以同情且诧异
的眼神看我。还好，窗户边上一位姑娘立刻站起
身来递给我一支，虽然那支笔只有三分之一的墨
水，但已经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铅笔和橡皮还
没有着落，我申请跑到四楼同事月月的考场。

万幸，经过沟通后，月月出来了。这一辈子

我都记得她把多余的铅笔递给我的果断和掰开
橡皮时的干脆。

就这样，我拿着东拼西凑的文具回到自己位
置上时，大家都已经进入了紧张的答题状态。我
也赶紧调整状态，全身心投入答题。

成绩出来，我考了第三名。父亲半责怪半调
侃：上战场借子弹的见过，你这种连枪都是别人
的真没见过。

考完试，我当天穿的蓝底白花裙子几乎已经
不穿了，尤其是后续分单位、人员集中时更不敢
穿。我怕别人想起来，我就是那个楼上楼下折返
跑的“借枪”人。6

职场生存法则

尴尬的入职前奏曲

长街记忆

线下搭平台 线上“云”发布

就业有门路 生活有奔头

打出“组合拳”助力就业季

□本报记者 胡春娜 实习生 秦然升

7月 13日，“加油白衬衫”视频短片火遍网络。视

频中，身着白衬衫的青年学子在求职与梦想中的路上

奋力前行，让无数已参加工作的“白衬衫”感慨万千。

每年的7月是大学毕业季，也是学子们告别“象牙

塔”进入职场的高峰季节。年年说就业，今年尤其特

别。一方面是全国大学毕业生高达874万人，一方面

是受疫情影响，绝大多数大学生在网上完成毕业答辩，

来不及实习就匆匆加入“找工作”的人潮中。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

一头连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了让求职者充分就业，端稳“饭碗”，我省全面落

实党中央部署，打出“组合拳”，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开

发更多就业岗位、促进劳动者多渠道就业、抓好重点群

体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做实就业创业服务、做好

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强化组织保障等八个方面保障就

业，以“线下搭平台”“线上‘云’发布”“进入高校设会

场”等多种促就业的方式，为求职者托起稳稳的幸福。

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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