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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考场

不是你不坦率袁 坦率是要分
人和分事的袁 从来就没有不分原
则的坦率袁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袁
心里必须有谱遥 就算你刚刚新买
了别墅或利用假期去欧洲玩了一
趟袁也没必要拿到办公室来炫耀 袁
有些快乐袁分享的圈子越小越好遥
被人妒忌的滋味并不好袁 因为容
易招人算计遥
相应对策院 无论露富还是哭
穷袁在办公室里都显得做作袁与其
讨人嫌袁不如知趣一点袁不该说的
话不说遥

话题二院薪水问题
很多公司不喜欢职员之间打
听薪水情况袁因为同事之间工资往
往有不小差别袁所以发薪时老板有
意单线联系袁不公开数额袁并叮嘱
不让他人知道遥 同工不同酬是老板
常用的手段袁用好了袁是奖优罚劣的
一大法宝袁 但它是把双刃剑袁 用不
好袁就容易促发员工之间的矛盾袁而
且最终会掉转刀口朝上袁 矛头直指
老板袁这当然是他所不想见的袁所以
对 野包打听冶 之类的人总是格外防
备遥
相应对策院如果你碰上有这样
的同事袁最好早做打算袁当他把话题
往工资上引时袁你要尽早打断他袁说
公司有纪律不谈薪水曰 如果不幸他
语速很快袁 没等你拦住就把话都说
了袁也不要紧袁用外交辞令冷处理院
野对不起袁我不想谈这个问题遥冶有来
无回一次袁就不会有下次了遥

求职信
敬启者
我叫毕洛袁职业写作袁上比巴
金袁下比老舍袁不让托尔斯泰袁盖
过巴尔扎克曰高尔基写母亲袁我就
写我外婆曰西方有雨果袁东方有毕
洛曰大仲马写三个火枪手袁我就写
六个冰刀客曰 昆德拉写生命中不
能承受之轻袁 我就写灵魂里的超
重负荷遥 牡丹花开袁众花失色袁一
代才子袁唯我毕洛要要
要些许幽默袁
愿你快乐遥
高学历者袁 不一定就才高八
斗曰 无学历者袁 不一定就腹无锦
绣遥 胸有乾坤的我袁还有着院柔韧
的个性尧缜密的心思尧敏锐的观察
力尧良好的沟通技巧与生花妙笔袁

于我的工作和生活中谱奏美妙和
弦遥 古有野毛遂自荐袁伯乐相马冶遥
命运的际遇袁莫过于伯乐与良驹遥
今天袁 我不敢妄称自己有毛遂之
才袁 但愿院 你就是我生命中的伯
乐遥
鱼游乐深池袁鸟栖欲高枝
古人的这两句励志的词袁一
直是我的最爱遥 当然袁喜欢的同
时并不能代表我是个 对事物忠
诚度不够的人 袁野欲上高枝 冶院是
希望能站得高 尧看得远袁对我们
生存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认识袁
对自我的价值有更大的展现遥 所
以今日到贵公司应聘袁期盼与您
面谈遥

个人简历
姓名院毕 洛
籍贯院河南 洛阳

性 别院男
年龄院圆愿 岁
学历院空白垣精彩

身高院员苑园

工作履历

糟
皂

圆园园员援
园愿要要
要圆园园圆援
园怨 厦门院沃尔玛 宰粤蕴
职位描述院客户管理
工作性质院大客户开发与维护
圆园园圆援
园怨要要
要圆园园源援
园怨 厦门院天意华传媒集团
职位描述院媒体策划 辕
文案 工作性质院企业媒体规划袁杂志广告拓展
圆园园源援
员园要要
要圆园园缘援
园源 厦门院火鸟策划机构
职位描述院拓展部经理 辕
编辑 工作性质院市场整体运作及杂志编辑
圆园园缘援
园源要要
要圆园园苑援
园苑 厦门院日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职位描述院销售经理
工作性质押电梯工程推广与销售

求职意向院

联系电话院员 猿 猿 园 远 园 员 远觹觹觹

姻点评
何老师院如果一定要对这份
简历材料做个评价的话袁可以总
结为八个字院野夸夸其谈尧言之无
物冶遥 这位读者朋友一定很不服
气袁让我们具体来看看吧遥
首先来看求职信遥 我们知道袁
求职信也是重要的求职材料袁它是
求职者与雇主双方沟通的第一道
桥梁袁一封求职信的好坏肯定影响
求职者能否得到面试的机会遥
求职信内容一般有以下几个
要点院一尧介绍自己曰二尧陈述自己
的优点和技能曰三尧请求应聘单位
给予面试机会遥 要准确地表达这
些信息袁 求职信的行文最好使用
踏实稳重的语气尧 谦虚而又不失
自信的态度以及简明扼要的语
言遥 求职信并不是散文袁堆砌华丽
的词藻尧 卖弄所谓的文采都是没
有必要的袁甚至是弄巧成拙的袁只
会令人心生反感遥 一般对于需要
做实事的人力资源经理来说袁看
到开篇野上比巴金袁下比老舍袁不
让托尔斯泰袁盖过巴尔扎克冶这样
的狂妄言辞袁 基本不会有继续阅
读下去的兴趣袁 而选择直接跳过
这篇简历要要虽然求职者后边儿
注明了这是野些许幽默冶遥
也许该求职者因为学历上
缺乏优势袁希望通过别出心裁的方
式引起用人单位的注意力遥但是坦
白地说袁与其选择这样的野另类冶袁
不若稳妥地写一份野不花哨冶的求
职信袁把你掌握的技能老老实实告
诉人力资源经理来得有效遥

周末到吉家·家世界免费“换”
新家
厦门首届家装创意集市周六开幕

住着旧房 袁却
为越看越没感觉的
家装烦心吗钥 买了
新房袁 却为新房的
装修设计发愁吗 钥
野设计改变生活冶
要首届厦门家装
要要
创意市集活动 袁让
你不花一分钱 袁就
能获得设计师根据
业主的实际需要提
供的专业免费家装
咨询与规划袁 轻轻
松 松 让 你 换个
野家冶浴

现场免费家装
咨询与规划
逢周六尧周日袁厦门最主流的近
源园 家装饰企业的 圆园园 名精英设计师
现场摆摊袁业主只要带上房屋平面图
或购房合同复印件袁即可免费参加活
动袁享受设计师根据业主的实际需要
提供的专业免费家装咨询与规划袁包
括前期咨询尧平面规划渊出平面图冤尧风
格搭配尧软装配饰建议等设计服务遥

幸运业主
免费创意设计
从参与活动的业主中每周抽出

员园 名野幸运业主冶袁由幸运业主现场选
择一家自己最满意的家装公司为其进
行免费创意设计袁设计内容包括平面
改造图尧客厅效果图渊手绘或电脑冤遥

创意设计发布
参与本次活动的每家品牌家装
公司和设计师将现场发布展出今年
已交房楼盘的设计创意作品袁供需要
装修的市民参考借鉴袁现场累计将有
近 圆园园 幅创意方案发布展出遥

装修大赢家
精彩野赚冶不停

业主凭身份证复印件尧 户型图即

德国品质地板袁你准备抢了吗钥
菲林格尔新分享主义袁仅限 员员月 员苑日当天浴

缘款经典花色限量特供袁
价格低至 苑怨元浴
员愿款时尚仿实木地板及
实木多层地板超值折扣浴 畅想
惊喜浴

更有神秘好礼等你拿 袁
签单立送浴
还可参加新分享主义袁圆
人组团袁 速降绎元 辕
平方米曰猿
人组团袁倍降绎元 辕
平方米钥 详

见商场 员员月 员苑日海报浴 赶快
组团来参加吧浴
报 名 匝匝院苑愿缘源圆缘缘苑远
渊菲林格尔地 板冤猿苑源苑园猿苑猿苑
渊花无缺冤

体验菲林格尔非凡的花色艺术
何谓艺术钥
艺术是对生活中的美的
野再创造冶遥 它是一种比原生态
更敏锐尧更精巧的语言遥
菲林格尔的花色艺术袁正
是我们的设计师对大自然与
生活深入思考后的完美展现遥
菲林格尔缤纷的花色艺
术袁选用名贵树木天然优美花

芯袁点缀直纹尧多节尧裂痕等元
素袁将更为丰富多变的花色体
验展现在你的面前遥 浪漫尧极
简尧奢华尧现代尧复古尧明快尧低
调尧活泼尧纯净尧另类尧冷酷尧温
馨尧民族风尧沉静噎噎你尽可
挑选你最爱的花色与款式袁营
造属于自己的家居天地遥
菲林格尔所有花色均出

猿怨

不知道如何写简历钥 不确定简历能否抓住 匀砸的眼球钥 担心简历和所求职位不对路钥 快来晚报野简历秀台冶袁秀出
你的简历袁专家帮你指导袁充分展示自我袁好工作自动找上门浴 展示热线院电子邮件 贼
藻造
造
曾蚤
灶岳员远猿援
糟燥皂

本周袁以才气自称的毕先生向我们投来了他的求职简历袁我们请来自
酝蚤
造
贼
燥灶中英文简历工作室渊憎憎憎援
皂赠
糟
增
糟
增
援
糟
燥皂冤的何老师为我们点评遥也欢
迎更多求职者向我们投递简历袁我们将请何老师为你做免费专业指导遥

话题一院家庭财产之类

圆园园苑年 员员月 愿日 星期四

自 夏 特 尧杂怎凿凿藻
噪燥
则苏 德 克 尧
造
葬
皂蚤
早
则
葬
枣乐美卡尧陨
孕世界 四大
顶尖花色设计公司遥 其中部分
花色只对菲林格尔一家供应遥
菲林格尔的花色不仅纹路
清晰袁其抗紫外线能力更达蓝色
羊毛标准 苑 级以上 渊最高为 愿
级冤袁色泽纯正持久亮丽不褪色袁
为你带来持久新鲜家居感受遥

再来看简历遥 关于求职简历
如何撰写的问题袁在之前的文章
中我们已经多次地介绍过了袁这
里我们也就不再详细地陈述遥 这
篇简历最大的问题也是信息量
太少袁通篇主要只有个人信息和
工作经历袁技能陈述尧教育背景尧
培训经历尧外语计算机水平等信
息完全没有提到遥
可以看出袁 求职者想尽量规
避学历上的不足袁 但一份没有教
育背景的简历还是显得比较奇
怪遥 另外工作经历也没有展开来
写袁 只简单交代了职位和工作性
质袁具体从事了什么工作内容袁取
得了哪些业绩只字未提袁 这对于
求职是非常不利的遥 你在简历上
吝于展现自己袁 那人力资源经理
也就懒得在你身上多花时间了遥

主办院叶厦门晚报曳 厦门室内装饰协会
协办院吉家窑家世界
时间院圆
园
园
苑年 员
员月 员
园日至 圆
园
园
愿年 员月 员
猿日
渊逢周六尧周日冤
地点院吉家窑家世界室外广场

可领取活动抽奖号一张和精美礼品一
份袁参加当周的野装修大赢家精彩耶赚爷
不停冶抽奖活动袁卫浴尧瓷砖尧家具尧窗
帘尧 布艺尧 木地板等丰富奖品等你来
拿遥

优秀创意设计
家装作品评选
每周产生的 员园 名幸运业主 袁可
参加优秀创意设计家装设计作品评
选活动袁活动结束后由主办方组织专
业人士进行评选袁获奖作品的业主和
设计师均可获得相应的装修基金和
礼品遥
荫奖项设置院
一等奖 员 名院装修基金 源怨怨怨 元

二等奖 缘 名院装修基金 怨怨怨 元
三等奖 圆园 名院猿园园 元礼品一份
荫评选时间院
圆园园愿 年 员 月中旬袁获奖作品名单
将在厦门晚报 叶新民生窑家居曳 版公
布遥

买材料再享受
猿豫的现金优惠让利
吉 家窑家世 界 组织 主流 材 料 商
在野创意集市冶进行展示 袁参与现
场活动的业主 袁 现场采购可在成
交 价 的 基 础 上 再 享 受 猿豫的 现 金
优惠让利 遥
报名咨询电话院园缘怨圆原缘苑怨缘员苑怨
传真号码院园缘怨圆原缘苑苑怨园愿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