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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首次来厦校园招聘袁两小
时收了 源园园园份简历

房产让学生联想到高薪

没有限定专业袁历史系的陈同学早早就
盯上这场宣讲会遥 没想到到了 员员 月 远 日的
宣讲会现场袁火爆的程度远超他所能想的遥
野人们常把房地产行业和高薪尧良好的职业
前景联系起来遥 现在的房地产企业景气指
数很高袁 待遇在我们的印象中是相当不
错遥 冶陈同学仔细想想袁觉得大家热衷房企
还是很有道理的遥
虽说房地产企业招聘没有什么特殊专
业要求袁 但是很多毕业生认为要想在地产
企业做好也不容易袁可能需要复合型人才遥
对此袁 万科面试官表示袁野现在要在短
时间内面对大量的应聘者袁 大家的竞争比
较激烈袁结合厦门大学的办学特色袁我们会
更关注会计财务类专业遥 冶

诱人的职业生涯起点
野在我们学生的印象中袁开发房地产的几
乎是大企业袁 如果有幸进入这个行业的话袁
以后的发展机会肯定会很好遥 冶同学小汪认
为袁 虽然大学里没有对口的房地产专业袁但
毕业时赶上了房地产业发展的大好机会袁房
地产企业里的员工素质和能力都很高 袁进
去锻炼一下袁是职业生涯很好的起点遥

要经常被外派也无所谓
由于二尧三线城市的势力扩张袁很多房
地产企业对招聘员工都会提出 野外派冶 的要
求袁不一定能留在厦门袁以后不一定能够呆在
一线城市袁可能常常要过野飞来飞去冶的生活遥
但在刚出社会的大学生看来袁这并不是
苦差遥 野我们刚刚毕业袁需要锻炼提高的东
西很多袁如果能被外派出去袁独挡一面袁何乐
而不为遥 冶李同学说遥
记者 张海军

职场测试
职场上袁 很多问题都不一定有绝对的
解决方法袁 处在不同的境地和不同的同事
之间袁面对同样的问题袁职业人可能会有多
种的反应袁而如何适应环境的变化袁妥当地
处理问题袁 也就是体现你职场情商的时候
了遥以下是在职业咨询当中袁咨询师测试职
场情商的一道问题遥
如果你遭到上司不正确的批评袁 你会
怎么处理钥
员援
保持冷静袁不说什么袁避免与上司发
生冲突袁让事实说话遥
圆援
保持镇静袁当即说野对不起浴 是我的
错浴 冶之类的话袁避免与上司发生正面冲突袁
事后再跟上司说清楚遥
猿援
直截了当地说院野我没有错遥 冶
源援
等上司讲完后袁冷静地提出恰当的
问题袁引导对方逐渐认识到我没有错遥

分析
许多人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袁 不等对方
说完袁直截了当地说院野我没有错遥 冶也有人
会选择保持沉默袁避免冲突袁但有时候事实
并不会自己出来说话遥
不少人会认为第 圆 个是最好的选择院避
免了冲突袁保全了上司的面子袁又可以澄清事
实遥 但有不好的地方袁就是没有保护自己的面
子和尊严袁给别人留下不够光明磊落的形象遥
这个选择会比较适合应对大多数东方
上司袁因为东方人最讲面子袁尤其是中国上
司在下属面前最讲面子遥 而对于比较开明
的上司袁 或者是喜欢直截了当的欧美籍上
司袁第 源 条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遥
因为第 源 个选择是自己既保持了冷
静袁避免情绪化冲突袁澄清了事实袁也保护
了自己的面子和尊严以及正直的形象遥 但
这个选择也有不好的地方袁 就是对上司的
面子照顾不够遥

圆园园苑年 员员月 员缘日 星期四

月入 源员园园算白领？
厦门“白领”
活得累！

房地产被大学生
视为高薪职业
野没想到袁宣讲会上收到了 源园园园 多份的
简历遥冶上周袁万科地产在厦门大学克立楼报
告厅的宣讲会现场野人满为患冶袁现场的工作
人员说袁学生递来的简历让他们应接不暇袁
由于没有限定专业袁此次宣讲会也成了厦大
众多不同专业毕业生同场竞技的赛场遥
据记者了解袁 房地产企业在厦大举办
的宣讲会还不多见袁作为中国实力雄厚尧声
誉卓越的专业房地产公司袁 万科更是首次
走入厦门大学甄选人才熏而此次招聘被定
义为野万科 圆园园愿 校园新动力冶遥

职场考场

猿园

陈秋娟 赵馨
一 档 院 香 港 员愿缘园园尧 澳 门
愿怨园园曰 二档院 上海 缘猿缘园尧 深圳
缘圆愿园尧 温州 缘园圆园尧 北京 缘园园园曰三
档院杭州 源怨愿园尧广 州 源苑缘园尧 苏 州
源猿园园尧厦门 源员园园噎噎一则两年前
题为 叶在其他城市挣多少钱可以
过上北京月薪 缘园园园 的生活曳的帖
子袁却在 圆园园苑 年 员员 月改装为叶中
国社会科学院公布 圆园园苑 年全国
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曳后袁在各
大网络尧报纸上大行其道遥 而今袁
野社科院调查冶 的招牌被拆掉了袁
源员园园 元的标准却让厦门 野白领冶
们清醒地打了一回野算盘冶院房租尧
贷款尧通讯尧吃饭尧应酬尧结婚噎噎
最后直呼野我们活得很累冶浴

圆员年房奴钥
缘平方米野豪宅冶钥

一个名为折翼天使的网友
就为买房算了一笔账院 以厦门岛
内现在的房价 员 平方米 员援
缘 万元
计算袁买个 愿园 平方米的房子总价
要 员圆园 万 元遥 如果向银行按揭
苑园豫袁按揭 员园 年袁按照银行贷款
利率袁 必须支付利息 员圆园伊苑园豫伊
员园伊苑援
愿猿豫越远远 万遥 除此之外袁还必
须准备 猿远 万元现金付首付袁总共
必须支付本金加利息 员缘园 万元遥
以每月收入 缘怨园园 元计算袁一共需
要先不吃不喝工作 缘 年袁 才能付
得首期款曰 然后再不吃不喝工作
圆员 年才能还清银行贷款本息遥
不算不知道袁 一算吓一跳遥
于是袁在厦门工作了 愿 年尧薪金
近 缘园园园 元的吕国华只能大胆地
实现了一个创意院在厦门市海沧
区一座大型商场前袁花了不到 圆
万元的成本袁建造了属于自己的
缘 平方米野豪宅冶遥
买房难袁买了房的要为还贷
忙袁租房的白领也难买房遥 从事
广告工作的小张仔细地算了一笔
账院 每月房租 员园园园 元袁 水电气
员缘园 元袁 交通尧 通讯费至少 猿园园
元袁给家里父母 愿园园 元遥 每天吃饭

简历秀台

至少要 员缘 元袁 一个月要花 源缘园
元袁 再加上请客吃饭和买衣服等
其他花销袁 每个月最多也只剩下
个几百遥 野如果多遇上几次红尧白
喜事袁肯定要出现经济危机了袁日
子过得这么紧袁还能算白领啊钥 冶

野白领冶工资只够独身生活
野我希望我有一个可以看海
的家袁 里面还有最爱我的妻子在
等我回家遥冶从事业务工作的小陈
表示这个梦已经离他越来越远袁
野一个月的努力工作才换得的耶白
领爷工资根本不经用遥不但买不起
房尧买不起车袁也结不起婚浴 谈个
恋爱也是紧巴巴的浴 冶
在厦门袁一个无房的白领要结
婚到底需要多少成本呢钥 网络上袁
也有人认真地开列了一张清单院
员援房屋一套 渊愿园 平方米以
上袁岛内市区冤袁以均价 员圆园园园 元
计袁员圆园园园伊愿园越怨远 万遥 按揭 圆 成
费用计算约 圆园 万袁 然后每个月
大约需要 源园园园 元按揭款遥

圆援
装修袁以中等装修尧愿园 平
算袁计 怨 万元遥
猿援
家电及家俱袁计 猿 万元渊有
部分女方以嫁妆形式出资承担冤遥
源援办喜酒袁 以中等酒店 员缘
桌袁 包括自带酒 尧 烟尧 糖袁 计
员园园园伊员缘越员援
缘 万袁 回收红包以每
桌平均 圆缘园园 元袁 计 圆缘园园伊员缘越
猿援
苑缘 万袁盈利 圆 万元遥
缘援
渡蜜月袁以港澳尧新马泰尧
云南尧海南为主要出行地袁平均
每人费用以 远园园园 元为标准袁计
远园园园伊圆越员援
圆 万遥
远援从恋爱到决定结婚这段
时间袁包括出去吃饭尧买礼物尧娱
乐尧旅游尧送女友父母节日礼品
等袁平均每月以 员园园园 元的标准袁
谈 圆 年袁计 员园园园伊员圆伊圆越圆援
源 万遥
综上袁 各项成本合计 圆园垣
员圆垣怨原圆垣员援
圆垣圆援
源越源圆援
远 万遥
以男 方家 庭 圆园 万 元 的 家
产袁 男人年收入 远 万计袁渊源圆援
远原
圆园冤 辕
穴
远原源援
愿雪
越员愿援
愿 年遥 最后得出
结论为院 男方倾家荡产垣男人不

吃不喝工作 员愿援
愿 年越讨一个中
上条件的老婆的成本浴

高薪却换得心累
野刚毕业时袁我只是一个小
文员袁 月收入 源园园园 元不到袁但
工作悠闲袁心情愉快遥 冶如今已
经是 一名律师的 小周发现 袁 现
在的薪金 虽早已超出当时的水
平袁 但是生活质量不但没有提
高袁反而下降遥
野每天都过得像打仗遥 冶小周
表示袁律师事务所的上班时间安排
得很紧张袁 中间只有 员 个小时午
休加吃饭时间袁 而且多数人都要
加班遥 上班时间根本无暇休息袁没
时间看报袁没有时间上网袁更没有
时间聊天遥野从公司到家里袁每天光
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近 圆 小时袁钟
摆式的生活袁 让我每天下班只觉
得累袁但又没时间锻炼遥 去年花几
千元办的健身年卡就去过几次遥 冶
野薪水上去了袁 可是我却累
了遥 冶小周说得无奈袁却让人心酸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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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人 简 历

音个人概况
姓 名院陈伊伊
性 别院男
出生年月院 员怨愿圆援
员员援
员源
政治面貌院团员
学 位院 大专
专 业院经济法
耘原皂葬蚤
造
押苑员圆远远苑圆岳员远猿援
糟
燥
皂
音教育背景
毕业院校
专业
员怨怨怨 年 怨 月原圆园园圆 年 苑 月 厦门市同安三中
高中
圆园园圆 年 怨 月原圆园园源 年 苑 月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经济法专业
音社会实践
圆园园源 年 苑 月原圆园园远 年 圆 月 在厦门山森闻龙家具有限公司 任
品检职位
工作职责押
受客户委托做家具出货前最后一道程序的检验 袁并
帮助工厂确认样品袁熟悉品管七大法则对 陨
杂韵有一定了解遥
圆园园远 年 远 月原圆园园苑 年 缘 月 厦门市福侨包袋有限公司原原原匝粤
工作职责押
负责旅行包尧袋子尧棒球手套外发厂品质的检验工
作袁并跟踪进度遥
音个性特点
本人能吃苦耐劳袁责任心强袁兴趣广泛袁团队合作精神遥 本人性
格开朗袁适应能力强袁热爱运动袁对电脑尧英语有一定的基础遥 我也
许不是最好的袁但我有信心袁因为我相信我会是最努力的袁本人将
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岗位遥 相信您的信任和我的实力将为我
们共同的未来带来共同的成功选

姻点评
陈先生的简历整体框架比
较清晰袁 我们来具体看看如何
从内容上改进他的简历遥
陈先生其实是具备三年工
作经历的求职者袁 可是他的简

历容易给别人造成他是一名应
届毕业生的错觉遥 其中一个原
因是他把野工作经历冶写成野社
会实践冶袁这二者肯定是有区别
的遥 一般野社会实践冶就是专指

在校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的
一些实践活动袁 而毕业以后从
事的当然是正儿八经的 工作
了遥 另外袁 之前我们也曾经提
过袁 对于有工作经历的求职者
来说袁野教育背景冶是次要信息袁
可以放在稍后的位置遥 除非你
的教育背景非常有优势袁 那另
当别论遥
求职者显然忽视了自己
的野求职意向 冶遥 对于求职者来
说袁 求职意 向是非常重 要的 袁
求职者一定要将自己感 兴趣
的职位体现在 简历中 袁 即使没
有确 切的岗位 袁也应该 列出一
个大概的范围 遥 有些求职者认
为不限制自己的求职意 向或
许可以获得更 多的机会 袁这种
观点是错误的 遥 如果想指望人
力资源经理仔细地看完 简历
后再给你安排合适的岗位 袁
这种概率几乎是不可能的 遥
而且简历的内容也需要 与求
职意向相呼应 袁 尽量体 现自
己符合目标岗位的各种 能力
要求 遥
工作经历的描述是简历中
非常重要的内容遥 首先在工作
经历的时间排序上袁 建议求职
者采用野倒叙冶方式袁即把靠近
现在的工作经历放在前面遥 其
次在工作内容的描述上袁 我们

建议在叙述工作职责时袁 采用
分条单列的形式袁 即每条只叙
述一个主要事项袁 这样看来条
理会比较清晰袁 也比较容易给
读者留下印象遥 另外袁可以增加
一些工作业绩的描述袁 或者从
这份工作中得到了哪些技能的
锻炼等等袁都是可以的遥 否则就
目前这份简历的工作经历来
看袁显得过于单薄遥
此外袁我们建议求职者可以
对自己所掌握的技能做一个总
结遥 因为他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
历都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袁那就
需要想方设法从其他方面吸引
匀砸的眼球遥 技能的描述上最好
也是按照项目分条陈述袁比如在
品质检查方面的技能袁 电脑技
能袁性格方面的优势等袁都可以
列在这里遥
最后袁求职者还需要注意语
言运用的准确和得体袁格式的规
范和统一等问题遥 比如野本人能
吃苦耐劳袁责任心强袁兴趣广泛袁
团队合作精神冶这样的病句是不
允许出现的遥 总之袁从简历的一
切细节都可以看出求职者的性
格尧求职的诚意甚至是能力遥 在
简历制作过程中袁求职者需要引
起重视袁反复校对袁尽量做到精
益求精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