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毕业季， 高校毕业生结束

了学生生涯，踏出校门，成为求职大

军中的一员。 近日，记者在招聘会

现场发现，不少应届毕业生面试经

验少，对职场知识了解也不多,面试

时难免紧张和不自信，导致与自己

心仪的工作失之交臂。

应届毕业生冯维维告诉记者，

每当参加招聘会或者是有单位通知

面试时，心里既高兴又害怕，每场面

试还在入场准备阶段，自己就被莫

名的紧张感冲晕了头脑，之前准备

好的说词也很难再想起来。 因为害

怕面试，有好几次她直接怯场了，不

敢参加，连面试关都过不了，怎么能

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呢？ 她说道：

“我该怎么做才能克服面试的紧张

和怯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 ”

冯维维面试紧张怯场的经历，

也是众多应届毕业生的一个缩影。

一是应届毕业生没有什么面试经

历，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交友群体

比较狭窄，如果在校园组织参加的

活动不多，缺乏正式场合的锻炼；二

是应届毕业生对企业文化了解有

限，对自身的信心不足，容易产生紧

张感。

贵阳市人才服务中心（贵阳市

人力资源市场）负责人建议：应届

毕业生在面试之前应结合自己的应

聘岗位和公司的性质，上网查询资

料，提前做好面试准备，只有知己知

彼才能百战不殆；其次，就是在面试

前后都要树立好自信,只有保持了

自信,才能有高度的注意力、缜密的

思维力、敏锐的判断力、充沛的精力

夺题答辩的胜利，充分展现出的年

轻精神风貌。 反之,就会给人一种

低沉、缺乏朝气和活力的感觉。

刘乾燕 本报记者 段筠

为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实现

“充分就业， 高质量就业” ，“贵州

财经大学商务学院 2020 届毕业生

校园双选会”拟定于 9 月 17 日 10：

00-13：00，在贵州财经大学商务学

院举办。 此次双选会由贵州财经大

学商务学院、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主办，贵州财经大学商务

学院就业处与贵阳市人才服务中

心（贵阳市人力资源市场）承办。

贵州财经大学商务学院于

2001 年经贵州省教育厅同意成立，

学院下设五系一部， 开设有会计

学、金融学等 29 个本科专业，涵盖

经济学、管理学、理学、工学、文学、

法学、艺术学等 7个学科门类，共有

全日制在校学生近 16000人。

据介绍，本次校园双选会计划

组织 90 家贵阳市知名企业和重点

企业进场，预计提供 1800个以上就

业岗位，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免费

向用人单位提供招聘展位并制作

招聘文稿。 在组织招聘活动的同

时，还将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相关政策咨询等服务。

在此，贵阳市人力资源市场特

别提醒广大用工企业，若有意愿参

加本次贵州财经大学商务学院

2020 届毕业生校园双选会，需通过

贵阳人力资源网（www.gyrc.com.

cn）、“筑人才 APP” 进行线上报名

并发布招聘职位，便于毕业生网上

投递简历。 招聘名额有限，报满为

止，还请企业尽早报名。 如有疑问，

可咨询招聘热线 0851-85280208。

颜园 本报记者 段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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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顾

被困职业“低潮期” 的人士难

免会信心跌落谷底，面对自己的未

来， 也充满了不确定与不安全感。

那么，面对职场“低潮期” ，我们究

竟该怎么做呢？

资深 HR 李先生认为，任何一

份有趣的工作，都来自于工作者本

身的看法与行动， 而不是工作本

身。 他曾问一位在某个行业工作了

40 年的前辈，这些年来他是否曾感

到疲累或厌倦？前辈回答：“完全没

有。 虽然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了 40

年，但仍然会有很多新的事物值得

我去学习， 我觉得这些新生事物，

足够我再学上 20年。 而且，我觉得

这份工作，越做越有意义，每天都

有新鲜的东西。 ”

在李先生看来， 工作的热情，

有时候是来自我们孜孜不倦地追

求新知识的动力。 喜欢自己所做的

一切，对未来永远充满好奇，不管

年龄多大，不管是才开始工作还是

工作了一辈子，当我们喜欢它的时

候，我们都能轻易找到对工作的热

情，有了热情，一切都会变好。

李先生表示，如果真的找到了

能让自己快乐的工作，或者那种让

你每天心情大好去上班的氛围，即

便是薪水不如以前，我觉得你也仍

然算是成功的。 有时候，成功不仅

仅是权力更大，薪资更高，而且可

能是你的状态更好，内心更快乐。

在此，李先生建议，被困在职

场“低潮期” 的人士可以尝试以下

几种走出低潮的途径：

1、寻找目标及意义：一个寻不

着目标的人，就像多头马车一样漫

无目标，令人泄气。 因此，你必须先

弄清自己工作的意义。 一旦确定

了，强烈的工作动机就会启动你的

生命活力。 所以，不妨试着将自己

的工作目标写在纸上，不论是为了

追求自我价值，还是要拥有一个温

暖的家，都能鼓励你逐步前行。

2、营造工作的气氛：要换来积

极奋发的工作心情，最重要的条件

之一，就是营造一种“工作真好”

的气氛。 许多专家认为，效率高的

工作场所，每个小时至少都会传出

10 分钟的笑声。 因此，不妨尝试在

工作的地方制造乐趣，即使是个小

玩笑，也有益健康呢！

3、别忘记发泄情绪：不妨在笔

记簿中记下几个公司附近可以发

泄情绪、振作精神的地方，如小公

园、书店、咖啡厅、保龄球馆等。 当

然，在双休日，你还可以约上三五

知己去郊游，去泡温泉，去钓鱼、划

艇等， 也许会使你的情绪有所放

松。 本报记者 段筠

职业生涯陷低谷 该如何破局

职业生涯跟人生之路一样，不可能一帆风顺，有高

峰，就有低谷。 陷入低谷无疑令人痛苦。 那么，职业生涯

陷入低谷，究竟该如何应对？本期就业指南，我们就来谈

谈这个话题。

职业“低潮期” 谁都可能遇到

最近，职场人士小王忍不住向

记者吐槽，他 2014年毕业进入某公

司就职，下半年就迅速从当初进入

公司的人中脱颖而出，很受领导器

重。 2015年正好省内某市有个子公

司成立，于是领导就派他去做负责

人。 由于子公司处于建设期，因此，

小王的岗位属于督促建设岗位，工

作量少，基本没下属。 一晃三年过

去了，在子公司那边，小王总感觉

自己脱离了总部那种竞争学习的

氛围， 领导也觉得他退步了很多。

去年底， 小王向领导提出申请：调

回总部降级做小主管。“回来后，感

觉当初不如我的人都已经当上了

领导，我却还在原地踏步，领导也

开始对我失望，不知到底该如何应

对……”小王如是说。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陷入职

业“低潮期” 的李丽(化名)，前年从

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国企工作，待

遇虽然还不错，但由于工作实在太

琐碎，让人觉得压抑，李丽说自己

找不到一点热情，便毅然决然地辞

职了。

辞职之初，李丽一直想做广告

策划，但经过她考察发现，广告行

业整体就业环境并不好。 无奈之

下， 李丽找了一个市场专员的工

作，做些普通的活动策划。 从头做

起，虽然上手很

快，但是工资很

低， 而且还看不到希

望，彻底陷入了低谷。

现在， 李丽

有些迷茫 ，

不知道接下

去 该 怎 么

办， 对今后

的工作规划也没有了方向。

面对职场低谷 尝试这些方法

贵州财经大学商务学院将举办校园双选会

计划组织 90家单位进场招聘，提供 1800个就业岗位

职场经验

应届毕业生求职面试 如何克服怯场

本期《人才周刊》共计有 20 余

家企业招兵买马，提供岗位数百个，

其中以呼叫类岗位居多，客户专员最

高月入三万元。

贵州黔贵汇通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需求客户专员 50 名， 要求 18-40

岁，提供无责任底薪(1800 元)、高额

提成、 全勤奖、 交通补助， 月收入

5000-30000 元； 福利方面还有五险

一金、法定节假日、带薪年假、婚假、

产假等。

大唐融合（贵阳）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女性专员，要求 20-30 岁，大专

以上学历，月薪 1600-5000元，双休，

试用期 1-6 个月， 试用期工资 3000

元；行政专员，20-30 岁女性，大专以

上学历，月薪 1600-5000元，有五险，

各种补贴，双休，试用期 1-6个月。

专业岗位方面，世纪恒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需求 Java 开发工程师，

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2 年以上相关

工作经验，薪资 5000-15000元；前端

工程师， 要求大专及以上，2 年以上

工作经验，薪资 5000-10000元；爬虫

开发工程师， 要求 2 年以上工作经

验 ， 大 专 及 以 上 学 历 ， 薪 资

5000-8000 元；大数据工程师，要求

大专及以上学历，5 年以上工作经

验，薪资 5000-10000元。

其他岗位方面，北京当当网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需求图书售前客服，要

求 18岁以上， 中专以上学历， 月薪

1600 元以上；客服员工，要求 18 岁

以上，打字速度在 35字 /分以上，月

薪 1600元以上；图书售前组员工，要

求 18岁以上， 大专以上学历， 月薪

1600 元以上；图书售后组员工，要求

18 岁以上，月薪 2500-4300 元，五险

一金、包住、年底双薪、节假日福利、

员工活动、员工体检等。

本报记者 陈问菩

客户专员

也可月入三万元

上期《人才周刊》共计收到百

余名求职者的求职信息， 知名企业

虽然提供的薪资不高， 但却很受求

职者的信任和关注。

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需求图书售前客服， 要求 18 岁以

上， 中专以上学历， 提供月薪 1600

元以上；需求客服员工，要求 18 岁

以上，打字速度在 35字 /分钟以上，

提供月薪 1600 元以上；图书售前组

员工，要求 18 岁以上，大专以上学

历，提供月薪 1600 元以上；图书售

后组员工， 该岗位是纯粹的客服岗

位， 不带有任何销售性质， 要求 18

岁以上，打字速度在 60 字 / 分钟以

上，提供月薪 2500-4300 元，五险一

金、包住、年底双薪、节假日福利、员

工活动、员工体检、住宿等。 一周时

间，共有 9 人电话咨询，是上周最受

关注的企业之一。

呼叫企业方面， 贵阳天地通联

通讯信息有限公司需求客服人员，

提供月薪 2500-5000 元；客服班长，

提供月薪 2500-4000 元；培训老师，

月薪 2800—5000元；市场专员，月薪

3000—5000 元。 以上岗位均要求

18-40岁， 中专及中专以上学历，无

专业限制。 一周时间 7人电话咨询。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

期招聘专业人才， 其中包括前端工

程师、net 后台开发人、Java 开发工程

师等，一周时间 12人电话咨询。

本报记者 陈问菩

知名企业

更受求职者青睐

又是一年暑假， 这个时候，很

多学生为了体验生活或赚取生活

费，选择去做兼职，特别是空闲时

间较多的大学在校生。 但有关人士

提醒，暑假兼职要提高警惕，以免

上当受骗。

贵阳一家劳务公司的主管陈

先生告诉记者，暑假兼职的同学们

要多了解公司信息， 比如公司名

称、工作地点、具体工作内容、收入

等。 如果用人单位以时间短为由拒

绝与学生签订协议， 遇到这种情

形，再好的工作也不能答应，否则

根本就没有保障。

贵阳市人力资源市场杨老师

提醒，做兼职时，正规公司不会收

取学生的体检费、 床上用品等费

用， 更不会扣押学生的身份证件

等，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提高警惕，

有可能是骗子。

同时，有的学生喜欢到网上寻

找兼职机会，需要警惕的是，网上

的陷阱更多。 一般来说，兼职陷阱

有以下几种：

兼职打字类：“急聘网络打字

员 30 元 / 千字”“招聘打字员，在

家办公，日结薪水” ，相信这样的招

聘信息在各种微信群、朋友圈里已

见多不怪。 骗子一般以邮寄原稿需

要邮费、押金、会费、VIP 费等各种

费用为名头， 骗取受害者的钱财，

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刷单类：和普通的刷单诈骗不

同，这类刷单除了以各种优惠的名

头吸引受害者加入，然后收取各种

费用以外，还让受害者再去找下家

行骗，将受害者也拉入诈骗环节。

收取保证金类：一些骗子利用

学生涉世不深，防骗意识薄弱的特

点，打着高薪招聘的旗号，以收取

保证金、押金和体检费等手段从事

诈骗活动。

骗中介费类：社会上仍存在大

量不规范的中介机构， 收取中介

费。 一旦交完费，“工作”则遥遥无

期，或者找几个做“托” 的单位让

学生前去联系。 几趟下来，学生打

工热情锐减并对社会实践感到一

片茫然。

最后，杨老师建议学生，找兼

职工作时， 最好通过熟人介绍，比

如父母、亲戚的同事，或者同学、老

乡推荐。 当然，最好是找学校的勤

工助学机构， 这里面工作机会多，

而且都经过学校审核，相对来说安

全得多。 本报记者 孙征康

学生做暑假工 需警惕各种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