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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湖南某网站上女硕士悬赏
20万元求职贴引发了野狂轰滥炸冶遥 毕
业于江苏某高校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专业的该硕士透露袁 其对工作要求并
不高袁但是因没有关系袁过去几个月中
求职过程并不顺利袁 才会想出这样一
个另类的求职方法遥

就业形势的严峻已经成为公认的
事实遥 职场如战场袁 在求职大军中袁很
多人都经历着寄简历尧挤招聘会尧跑面
试的生活遥 被通知参加面试的求职者袁
无疑是幸运儿遥 不过袁 面试征途漫漫袁
有公司居然进行 10次面试遥 于是袁野面
霸冶尧野拒无霸冶尧野听霸冶诞生了遥

音拒无霸院用于在失败中吸取经验

一家大型国企的人力资源负责人
张小姐表示袁 目前随着企业招聘制度
越来越公开尧透明袁企业用人基本按照
野惟才是举冶 的原则进行遥 如果求职者
个人能力出众袁要找到一份野有编制尧
稳定尧月薪 3000元冶的工作应该不成问
题遥 女硕士屡次求职受挫袁张小姐个人
认为袁 主要是女硕士本人的能力尚未
达到这样的要求袁将野没有关系冶作为
求职被拒的原因多少有些站不住脚袁
而抛出 20万元的贴子袁 更反映出其不
成熟的就业心态遥

成为野拒无霸冶的大学生袁有的才
能不济袁有的因外貌尧身高尧性别等客
观原因遭拒遥 相关专家表示袁用人单位
要根据岗位需求袁树立科学用人观袁不
要全盘否定这类人才遥 野大学生要克服
自卑感袁展示优点袁勇敢面对现实遥 大
学生也要克服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袁
有人在面对就业压力时袁 产生恐惧心
理;有的毕业生面对拥挤的人才市场止
步不前袁 不去主动争取用人单位的赏
识袁不敢与招聘单位接触洽谈袁不能正
确对待自身的缺陷等遥 冶

职业规划方面的专家表示袁 目前
像女硕士这样的应届野拒无霸冶不少袁
但是从中反思自身问题的却不多遥 野求
职不顺利的经验其实也是相当宝贵
的袁 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求职者身上存
在的种种问题遥 冶

音听霸院不妨有选择参加宣讲会

上海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张某是典
型的野听霸冶遥校园推广会尧报告会尧演讲
会等袁从不错过袁场场听袁还认真做笔
记遥 他认为袁听校园宣讲会袁可以开阔
眼界袁也给自己提供机会遥

相关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负责人
表示袁企业宣讲会主要宣传企业文化袁
介绍企业用人观尧 招聘流程等遥 有时袁
就职于这些单位的师兄师姐也返校
野现身说法冶袁 向师弟师妹们介绍应聘
经验和注意事项遥

因此袁 大学生在不影响学习的情
况下袁多参加企业宣讲会袁可以加深对
企业的认识遥 一些公司人力资源经理
也认为袁大学生通过宣讲会袁对企业文
化尧岗位需求有更多了解袁在企业宣讲
会期间袁可以抓住野自由提问冶机会袁对
不明白或想知道的更多企业信息进行
提问遥这样能增加求职命中率遥建议大
学生要通过同学尧企业网站尧学校网站
等途径袁了解企业校园宣讲会的行程遥
有关专家建议袁目前袁众多高校都举行
校园宣讲会袁 大学生最好有选择地参
加宣讲会袁不要影响正常学习遥

音面霸院理性求职更可取

今年刚从上海某名牌大学本科毕
业的李某袁被同学们公认为学校的野面
霸冶袁曾频繁参加面试袁明明手中已经
有好几张 offer袁结果每一次招聘会上袁
他又和同学站在一起争夺新的职位遥

人力资源方面的专家表示袁野面霸冶
型大学生袁说明他们有一些优点袁尤其
在制作简历方面袁有独特之处袁容易得
到用人单位认同遥 他们虽是面霸袁但频
繁地选择用人单位袁 说明这类毕业生
职业生涯规划不明确袁 他们中的不少
人片面追求高薪袁 结果不但要多走冤
枉路袁浪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袁有时选择
太多袁错失良机袁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
的现象遥

相关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负
责人说袁有些野面霸冶大学生袁过分自信袁
非名企不去袁 在求职中不断地挑选工
作袁不知不觉中失去一些机会遥 此外草
率毁约袁容易给单位留下不诚信的印象遥
因此袁 大学生在经常接到面试通知的有
利条件下袁要根据自身特点袁选择适合
自己的单位遥 否则袁与其他顺利就业的
同学相比袁白白浪费宝贵时间遥 刘晓琳

首次“新司考”
9月 22日开考
今年是司法考试改革后袁国家统

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实施的第
一年遥 6月 8日袁司法部发布公告袁明
确今年野新司考冶客观题考试时间为
9月 22日袁主观题考试时间为 10月
20日遥

据此前规定袁参加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需有法学专业背景或
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遥 同时实行野老
人老办法冶袁此前已取得学籍渊考籍冤
或已取得相应学历的高等学校法学
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袁或者
高等学校非法学类专业本科及以上
学历毕业生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袁
可报名参考遥 钟忠

广东七月起调整企业
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6月 6日袁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主
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袁研究部署落
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野回头看冶尧推动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和调整该省企
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等工作遥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叶广东省人
民政府关于调整企业职工最低工资
标准的通知曳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袁广
东省政府决定从今年 7月 1日起袁对
该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
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
整遥各地级以上市政府原则上应统一
执行省确定的标准袁有条件的地市可
在此基础上适当上调袁并报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备案遥会议要求各地级
以上市政府应及时向社会公布本地
区最低工资标准袁严格执行最低工资
保障制度袁并加大最低工资标准的宣
传力度袁加强检查监督袁切实保障职
工的合法权益遥 符信

最近袁一则题为叶招贤纳士 兴义民
族师范学院招聘语言学博士曳 招聘启
事在网上火了袁成为野网红冶遥 这则招聘
启事中袁开篇就首先坦白野学校很一般
很一般冶野交通情况暂不 耶高速爷冶野人才
引进政策待遇一般冶 噎噎让人感觉稀
奇之余袁也有几分感动遥

这样一则来自 野很一般很一般冶的
高校袁 原本似乎也理应很一般的招聘
启事袁能够迅速走红袁显然野红冶得非常
有理由遥 因为尽管野学校很一般冶袁但这
则招聘启事本身袁 无论在文风还是具
体内容上袁 实际上都显得与众不同袁通
篇都始终贯穿着一个野诚冶字遥

如招聘启事不仅在开篇就坦承自
身条件的种种 野一般冶尧野先把丑话说在
前面冶袁 而且即使在谈所能提供待遇福
利时袁也显得十分节制尧实诚袁既没有任
何野自吹自擂冶成分袁也表达得非常野接
地气冶袁如对于工资待遇袁仅强调野参照
西部地区高校标准袁据事实比较袁略超
湖南一点点冶袁而针对当地生活环境袁则
表示 野牛肉便宜 35元一斤现宰现杀不
注水冶遥 这正像网友评论的袁野没有一句
空话尧套话尧废话袁呈现的只是质朴尧真
诚尧谦和冶噎噎

很明显袁与上述野诚冶字当头的野史
上最实诚招聘冶相比袁在现实职场上袁我

们所熟悉熟知尧 司空见惯的招聘启事袁
事实上往往是一种完全相反的风格袁
这诚如有论者指出的袁野人才引进和招
聘广告中的自吹自擂更是见怪不怪袁
对应聘对象的要求一大堆袁 而对自己
能提供什么却往往避实就虚尧 闪烁其
词冶遥 而据此前发布的叶2017中国职场
诚信调研报告曳显示袁野83.19%的 HR和
个人认为中国职场诚信现状不佳袁其
中职场失信重灾区在招聘阶段冶袁野无论
企业还是个人袁 都认为对方在招聘尧求
职时失信现象最普遍冶遥 其中袁除了野夸
大工作技能冶尧野简历信息虚假冶 等个人
失信行为袁 雇主在招聘过程中的失信
则主要表现在袁野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冶尧
野提供的工作条件和承诺达不到实际冶
等方面遥

就此而言袁上述野史上最实诚招聘冶
之所以能成为网红袁 在很大程度上是
对时下诚信严重不足的职场诚信环境
的一种折射尧见证袁这也就是说袁该野最
实诚招聘冶之所以深受网民追捧袁不只
是因为它本身的实诚诚信袁 更是因为
这样的野实诚招聘冶袁在目前的失信严重
的职场环境中显得太过少见袁堪称野另
类冶遥

其实袁无论是对于雇主还是应聘者
来说袁 在招聘过程中袁 坚持诚实守信尧

野实话实说冶袁原本都不该是什么野另类冶
现象袁而是理应具有的职场常态袁它不
仅是社会诚信建设的应有之义袁 也是
相关国家法律的要求遥如叶劳动合同法曳
目前规定袁野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袁应
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尧 工作条
件噎噎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
况曰 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
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袁 劳动者应
当如实说明冶遥

在职场招聘过程中袁雇主和应聘人
员之间如果都能充分做到诚实守信尧
如实告知袁那么对于双方来说袁都将是
有利无害的袁 应聘者也可以更顺利找
到心仪的单位袁 招聘单位也可以聘用
到最适合自身需要的员工遥 如据兴义
民族师范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袁 该校
的野史上最实诚招聘冶发布后袁野接到了
许多求职来电袁 其中有北大中文系的
博士袁 也有来自浙江大学的博士后冶袁
野这则招聘信息的确为学校赢来不少
人才的关注冶遥

否则袁如果任由职场招聘沦为野失
信重灾区冶袁各种野相互欺瞒冶盛行袁那么
最终结果势必只能是野相互伤害冶袁不仅
会伤害具体招聘尧 应聘者的实际利益袁
更会伤害整个社会的诚信环境遥

蓓青

“史上最实诚招聘”折射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