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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好求职的敲门砖
助力学生走向职场
———基础教学部开展简历制
作培训

4月 9日—27日， 由学院基础教学部组织
的简历制作培训在教学楼 2503教室举行。本次
培训由基础部贾莲老师主讲，13 届、15 届近
300名毕业生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旨在通过求职简历制作的专题讲
授，让同学们较快掌握简历制作的技巧与方法，
提升学生的简历制作能力， 解决学生简历制作
难的问题。 为增进同学们对求职面试各个环节
的全面了解， 让大家从各方面掌握求职面试的
技巧，以便在面试中脱颖而出，本次培训还增加
了面试技巧的讲授和模拟练习。

培训中， 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
作了各具风格的简历，或清新或简约。 贾莲老
师对学生的每一份简历都进行了精心的修改
与耐心的点评分析。 通过本次培训，同学们习
得了更多有关简历制作的知识和技巧， 懂得
了如何制作一份布局合理、 内容与目标岗位
相契合的简历， 对即将到来的校园招聘会充
满了信心。

（基础教学部 陈秀华）

为营造良好的英
语学习氛围，激发学生
学习英语的兴趣和积
极性，为英语学习爱好
者提供自我展示的平
台，4 月 11 日和 4 月
19 日下午英语社团举
办了首届“校园英文歌
曲大赛”。 此次比赛面
向全校学生， 共收到
14 个班级学生的报
名。

比赛在 16 五年一
贯装饰班的谢静怡和
黄会同学的合唱声中
拉开帷幕。 比赛过程
中选手们真情流露，激
情澎湃，用他们优美动
听的歌声传达着自己

的心声，会场内掌声不断。 比赛接近尾声时，15
装饰高技（1）班的谭杭川同学为大家带来了英
文歌曲《I� am� yours》，他以标准的英文发音,娴
熟的演唱技巧以及对歌曲独具特色的演绎,将
比赛推向高潮， 征服了在场的评委和所有观
众，夺得了冠军。

用歌声诠释青春的气息，用信仰追逐青春
的足迹， 本次校园英文歌曲大赛的圆满举办，
不仅丰富了同学们的校园生活，而且展示了我
院学子多才多艺的青春风采，让学生们更积极
地融入学校的文化氛围，更主动地用理想打造
梦想的天堂。 （基础教学部 刘伟荣）

SINGING�OUR� SONGS� BY� HEART
学院英语社团举办

首届校园英文歌曲大赛

为充分发挥技师学院培养高技能人才的
引领、辐射作用，给企业和学院毕业生搭建面
对面双向选择的平台， 学院招生就业办经过

两个多月的前期
筹备，2017 年校
园大型招聘会于
5 月 19 日在富
阳新校区隆重举
行， 来自全省的
七十多家知名企
业来我院选聘实
习生、毕业生。学
院领导和各企业
人力资源部领导
亲临招聘会现场
指导工作。

本次招聘会
共设有 75 个招
聘展位，邀请了
包括浙江一 建

建设集团、浙江二建建设集团、浙江三建建
设集团、鲲鹏建设集团、浙江广居装饰、浙江
博舟装饰、麦丰装饰等知名企业参加，提供

实习就业岗位 1400 余个。 会场气氛
热烈，秩序井然。 我院建筑工程系、
经济管理系和建筑艺术系的 5 个专
业近 600 余名学生走进会场， 与企
业近距离接触， 同学们手持精心准
备好的个人简历， 满脸自信地穿梭
于各个展位之间， 与前来招聘的企
业积极交流沟通，寻找心仪岗位。 火
热场面也吸引了不少周边院校的毕
业生前来应聘。

与往年相比， 企业选聘人才对应
聘者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既注重应聘
者的职业定位：专业知识掌握程度、人际交往
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也非常重视应聘者的综
合素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谦虚谨慎的求
职态度、不卑不亢的谈吐、脚踏实地的求职态
度；希望年轻活力的应聘者能发挥敢于拼搏创
新的优势，为企业注入鲜活的血液。

尽管今年就业形式依然严峻， 但是高技
能人才仍以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备受用人单位

青睐。 技能扎实、综合素质高的优秀学子依然
抢手。 从今年的招聘会现场来看，施工、装饰
专业的学生非常紧俏。 据不完全统计，96%以
上的学生与企业达成了初步的就业意向。 用
人单位对我院就业指导工作和毕业生质量也
给予了充分肯定， 对招聘会的服务工作给予
了高度评价。

（招生就业办 詹又辉）

精精精彩彩彩职职职涯涯涯，，，扬扬扬帆帆帆今今今朝朝朝，，，梦梦梦想想想起起起航航航
———学院成功举办第五届校园招聘会

又是一年毕业季临近， 对于即将步入社
会实习就业的学子们来说， 满心期待却又少
不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忐忑情绪。 学院招生
就业办为此开展了一系列就业指导讲座来给
同学们答疑解惑。 4 月 7 日下午，在学院行政
楼 901 室举行了一场关于“平凡与不平凡”为
主题的就业指导讲座。 学院邀请到了麦丰装
饰集团的总经理朱辉先生，公司首席设计师、
学院优秀毕业生陈超先生、 人事部主管赵嘨
春先生为此次讲座的主讲。

首先，公司人事部主管赵嘨春先生为大
家介绍了公司发展历程，展示了企业文化和
团队风采。

随后，麦丰首席设计师、我院优秀毕业生
陈超先生分享了个人成长之路及设计作品展
示解析。“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
来”，陈超从“平凡”走向“非凡”的成长之路，
经历了从磨砺到升华的过程———入行、彷徨、

融入、沉淀、成长、升华到不可替代，这期间的
艰辛与坚持都给了同学们很大的启发。

最后，公司总经理朱辉先生发表了“平凡
与非凡”的主题演讲，他鼓励同学们，平凡人
可做非凡事，有多少精彩的人生篇章，就是由
一群群敢拼搏、能坚持的年轻人谱写的。 朱总
提到，成就非凡的职业人生要做到以下几点：
初入职场，首先要找准拼搏的方向，缩短彷徨
的时间，融入社会、融入职场、融入平台；“用
未来撬动现在”，为现在的自己定一个未来的
目标， 然后坚持走下去；“天生我才必有用”，
主动学习，持续学习，真正做到“我”不可替
代，就是成功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刻。

会后， 公司邀请同学们参加麦丰集团的
年度培训，去现场体验麦丰企业文化，同学们
积极报名参与。 到目前为止，已有 9人与麦丰
达成了实习就业意向。

（招生就业办 詹又辉）

平凡与非凡，“我”不可替代
———麦丰装饰集团总经理一行来我院讲座

为进一步提升我院志愿者组织管理能
力和服务水平， 3 月 23 日下午，杭州市青
年志愿者协会的周荃老师来学院为志愿者
们开展培训。

本次培训内容主要是志愿者的组织管
理。会上，周老师从志愿者招新流程、要求，志
愿者工作态度、价值观、专业技能等方面讲述
如何管理组织与志愿者， 同时也提出要保持

志愿者的工作积极性，学习马斯洛的“需求层
次论”。 随后，周老师带领志愿者们进行了互
动活动，大家在欢声笑语中结束此次培训。

通过此次培训， 志愿者们更加深刻地
了解到要组织管理好团队，凝聚力很重要，
只有团队凝聚力增强了， 才能更好地提升
志愿者队伍的整体水平。

（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陈露）

言传身教，传承志愿者精神

为牢固树立安全用电、 节约用电的意识，
创建平安和谐校园，4 月 25 日，学生管理处在
学院后广场开展用电安全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由学生管理处主办。活动包括寝
室违禁物品展示、用电安全教育宣传、寝室私
拉拖线板、人走插头未拔、学校代为保管的充

电插头等物品进行登记统一领回。经过学生管
理处的精心策划、宿管部的精心筹备，活动现
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得到老师和广大同学
的好评。

此次活动提高了同学们安全用电的责任
感和自我防护能力，较好的引导和教育了同学

们对安全用电的防范意识。在后续的日常管理
中， 学生管理处以寝室安全用电为切入点，加
强用电监管，努力排查化解安全隐患，坚决防
止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学院师生生命和
财产安全，创建平安和谐校园。

（学生管理处 王振帅）

提高用电安全意识，创建平安和谐校园
———学生管理处开展用电安全宣传活动

4 月 11 日下午，在
学院行政楼 901 室举办
了一场以“如何快速适
应社会、适应企业”为主
题的就业指导讲座。 学
院招就办邀请到了鲲鹏
建设集团人力资源中心
总经理蒋志明先生为此
次讲座主讲。

“‘非淡泊无以明
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志明’二字因其义取其
名， 这就是我名字的由
来， 也算是我的人生信
条吧。”蒋志明是这样自
我介绍的。 蒋总作为鲲
鹏集团的人力资源专
家，擅长人力资源管理、
职前教育， 有着丰富的
就业指导经验。

此次讲座， 蒋总结
合自己多年的实战经
验，从八个方面为同学
们解读了“如何快速适
应社会、 适应职场”的
问题。 包括：踏上社会
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求生存的能力）、让你
能成为基层骨干的能
力和态度、让你在领导
眼中突出重围的能力、
阻碍你职业发展的几
个坏习惯、助推你职业
发展的几个好习惯等，
蒋总结合身边的典型
案例，深入浅出，在轻
松愉悦的情景中传授
职场经验。

最后总结时，蒋总
提到每年都有许多应
届毕业生跨出校门 ，
踏上社会。 一些职场
新人因为社会阅历不
够，人生观、价值观和为人处事的理念
不够成熟， 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正确，导
致他们在短期内很难适应社会，给个人
职业生涯发展带来诸多不利。今天所讲
希望帮助同学们在跨入社会大门时，少
走点弯路、少交点学费，拥有一个光明
的职场未来。

（招生就业办 詹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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