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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袁免费心理
沙龙等你来
资深心理专家教你管理情绪
现代社会是一个野压力的社会冶遥 随着竞
争的加剧袁 人们的工作压力也在相应地加大遥
很多人顶受不住工作压力袁出现了头痛尧失眠尧
焦虑等症状袁甚至产生了一些变态的心理遥 大
量实验和临床研究证明袁情绪与人的身心健康
有着密切的关系遥由于情绪的产生经常伴随有
机体的一系列生理变化袁 因而情绪既是使人
致病的因素袁也有治病的作用遥 良好的情绪状
态有利于保持身心健康袁也可提高工作质量与
效率遥如何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渠道及时排
解尧调适袁并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工作中去袁成
了现代人亟待关注和解决的问题遥
据了解袁本周六下午 圆院猿园袁厦门市巾帼园
和厦门市妇联心理咨询中心将在厦门市巾帼
园 源园圆 教室举办一场主题为 叶情绪管理与健
康人生曳的心理沙龙活动遥 届时袁邀请资深心
理学专家罗晓教授担任主讲嘉宾袁 广大市民
皆可报名免费参加 遥 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
园缘怨圆要缘猿圆怨缘源怨尧缘猿圆怨缘缘圆 或登录网站 宰宰宰援
载酝允
郧再援
悦韵酝 渊厦门巾帼园冤了解遥

美国哈里斯调查中心最近发布信息称院人
体 远园豫耀怨园豫的疾病与压力有关遥 长期生活在压
力之下袁你的身体就会以不同形式提出抗议遥 事
实上袁几种由压力引起的身体不适症状袁在日常
生活中袁我们可以自己采取措施预防和缓解遥
症状一院感冒
如果你连续几周感到筋疲力尽尧 咽喉疼
痛袁 很可能是因为压力削弱了免疫系统功能袁
使病菌较容易侵入体内袁引起呼吸道疾病遥
对策院
注意采取防感冒措施袁如院多饮水袁坚持用
凉水洗脸洗手袁尽量不要让手接触嘴巴尧鼻子
和眼睛遥 传统的防感冒中药袁如大蒜和鱼腥草
等袁可以在病毒侵入初期袁起到有效的防御作
用遥另外袁保持愉快的心情也至关重要遥对于那
些容易感到抑郁的人来说袁 经常到户外走走袁
会让心情好起来袁倘若再做些运动就更好了遥
症状二院头痛
紧张是偏头痛的主要根源遥 通常 员园 个女
人当中袁就有一个患不同程度的偏头痛 袁但患
偏头痛的人中袁只有一半会主动寻求治疗遥 人
们对偏头痛的起因说法不一袁一般说来袁如果
你反复感到眼眶周围疼痛尧恶心时袁很可能是
偏头痛的前兆遥
对策院
首先不应该依赖镇痛药袁以免减少用药后
头痛加剧遥 正确的做法是院持续几个月每周服
两次药袁形成规律袁然后逐步减少服药次数袁如
源 天或 苑 天一次曰第二袁可以加些维生素 月圆 预
防曰最后袁还要注意少吃奶酪尧葡萄酒尧坚果及
肉类食物遥 当然袁在这一系列的预防措施实施
之前袁别忘记让久坐在电脑桌前的自己有换换
空气尧伸展四肢的机会袁哪怕是 缘 分钟也好遥
症状三院失眠
失眠总是随着压力和负担的加重而加重遥
还有的女性袁特别容易在生理周期当中出现失
眠情况遥通常的状况是院一到排卵期就嗜睡袁排
卵期过后又怎么也睡不着遥
对策院
睡前 员 小时吃少量火鸡尧奶酪或者金枪鱼
沙拉袁喝杯牛奶袁但是不要在睡前吃甜食遥如果
还是睡不着袁就不要再逼自己做数绵羊的游戏
了袁不如起来练习一下瑜珈遥 经历了整晚失眠
的痛苦之后袁第二天能做的补救工作袁就是一
定要想方设法在中午打个盹遥 另外袁午后可以
喝杯茶或者咖啡袁以便打起精神继续工作遥
症状四院口唇疱疹
全世界约有 缘园园园 万人患口唇疱疹遥 你如
果长期处在超负荷工作状态袁患嘴唇疱疹的可
能性会加大遥
对策院
发现有水疱症状时袁先用冰袋敷 员园 分钟袁
再拿开 缘 分钟袁反复 圆 次袁可抑制水疱肿胀曰然
后抹一些茶树油遥另外袁每天服用 员园园园 毫克赖
氨酸渊分 猿 次服冤袁也能使水疱收缩变干遥 如果
是经常性出疱疹的女性袁可以去开一些赖氨酸
服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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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位哈佛心理学博士
帮您幽默“解压”
晚报读者可拨打电话免费预定座位 袁限前 员园园名

市场竞争不断加剧袁利润空
间无限压缩尧不可预测的多变经
营环境尧上司的压力尧公司经营
策略的变化 噎噎现代社会是一
个野压力的社会冶袁工作压力早已
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职业现象曰
解压也从而成了一个恒久的话
题遥
为帮助职场人士卸下压力
包袱袁轻装上岗袁中国海峡人才
市场厦门穴
闽南雪
分部尧厦门晚报尧
华夏心理网将于 员圆 月 圆 日上午
怨院园园原员员院猿园袁 在厦门理 工学院
渊博物馆附近冤建明楼联合主办袁
由厦门人才评荐中心培训部尧厦
门职业经理人协会秘书处尧中国

职场测试

压力过大的四大
征兆你有吗芽

职场考场

简历秀台

通信福建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厦
门分公司协办一场主题为叶幽默
的力量要要
要谈职场人 士自我解
压曳的大型公益讲座遥
据了解袁此次讲座由哈佛大
学中国第一位心理学博士尧华夏
心理网心理咨询师培训特聘讲
师岳晓东担任主讲嘉宾袁用幽默
解压尧野润滑冶职场路遥
晚报读者可拨打电话免费
预 定 座 位 院园缘怨圆原圆圆员缘圆员猿尧
圆圆员猿圆远苑尧圆圆员猿员愿怨刘小姐遥 因
票数有限袁先报先得袁赠完为止
渊限前 员园园名冤遥

主讲嘉宾要要
要岳晓东
岳晓东袁现任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遥 长期从
事心理学尧教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遥在美国和
澳洲留学 怨年袁 并获得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发展
与心理学博士学位遥 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
与香港城市大学袁主要担任社会职务有院国际华
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副理事长曰 香港心理
学会辅导心理学会首任会长曰 国内 员愿所大学
的客座 辕
兼职教授曰 国内 圆园多个机构的特邀顾
问尧名誉理事长等曰国内多家报刊的专栏作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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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院林伊伊
性别院女
出生年月院员怨苑愿 年 员园 月
籍贯院福建厦门
学历院中专
联系电话院
家庭住址院
求职意向院出纳尧会计
学习经历院
员怨怨缘 年 怨 月要要
要员怨怨愿 年 苑 月院 在厦门市广播电视大学
附属中专学校就读
现在参加四川网络教育大学的大专会计班学习
工作经历院
员怨怨愿 年 怨 月要要
要圆园园员 年 员 月院 在厦门松上羽毛球有限
公司担任办公文员
圆园园员 年 圆 月要要
要圆园园圆 年 源 月院 在厦门源进渔具有限公
司担任办公室文员及电脑系统录入员
圆园园圆 年要要
要至今院在厦门爱声音响有限公司担任出纳兼
统计
专业技能院
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尧初级会计证尧办税员证尧开票员
证袁熟练使用 宰韵砸阅尧耘载悦耘蕴等办公软件袁能熟练使用金蝶尧
用友等财务软件遥
自我评价院
做事情认真负责尧细心袁能吃苦袁具有团队精神遥

姻点评
对这篇简历最直观的印象
就是不够整洁和美观遥 虽然我
们不提倡形 式上的花哨 和 另
类袁 但是一 篇简历要想 引 起
匀砸的注意袁 形式上一定要有
所讲究袁 至少要让人看起来清
晰尧整齐尧美观袁有让人继续阅
读下去的兴趣遥 所以我们建议
求职者在简历的版面上要花一
些功夫遥
再来看简历内容遥 在项目
的排序上袁我们推荐的顺序是院
专业技能尧 工作经历尧 教育背
景遥虽然只是简单的排序问题袁
但是却能对阅读者产生直观的

视觉效果遥 一般来说袁 在简历
中袁 无论是大项目还是具体信
息的排列袁 都应该遵循一个原
则袁 即越重要的信息应该越靠
前遥 例如工作经历和教育背景
的描述袁应该采用野倒叙冶的时
间顺序来撰写遥
另外袁 这篇简历最大的不
足之处就是内容过于简单袁信
息量太少袁 无法令人留下深刻
印象袁 这对于求职者来说当然
是非常不利的遥 求职者应该在
专业技能尧 工作经历上加重笔
墨袁着重进行描写袁使整篇简历
看起来更加丰满遥

小故事里的用人之道
青蛙们没有国王熏看到别
的动物都有国王熏所以认为自
己也应该有一个国王来统治 遥
于是请求神指派一个国王给它
他们遥
神觉得它们的行为特别可
笑袁 便将一根又圆又粗的木头
扔进池塘里遥 青蛙们听到木头
落下的声音吓了一大跳袁 全都
潜到深水里去了遥
这根由神扔下来的木头袁
却被青蛙们认为是神赐予的国
王遥当然袁其实这只是根普通的

在专业技能的描述中袁我
们不推荐求职者采用一段式概
述的方式袁 建议采用分项目罗
列的方式袁效果会好很多遥以下
是我们的客户王小姐求职某公
司会计的简历中的野专业技能冶
内容袁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二者
的效果院
员援
接受过系统的财务会计
基础教育袁 受到良好的专业训
练和能力培养袁 有扎实的理论
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遥
圆援
四年以上企业财务工作
经验袁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积
累了丰富的财务专业知识和从
业经验袁 熟悉中资企业的运营
文化和机制袁 具有较强的会计
职业从业道德遥
猿援具备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袁熟练操作金蝶尧用友财务软
件及其他常用办公软件遥
源援
熟悉国家在金融 尧财务
和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和法律法
规曰了解和熟悉建账尧税务尧信
贷尧财务审计尧外汇业务等各项

业务流程曰熟悉工商尧税务尧财
政尧 银行等相关部门的工作流
程遥
缘援擅长语言和文字表达袁
具备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袁 能以高效的执行力达到公
司各种短期及长期目标遥
对于工作经历的描述袁应
该重点突出与求职意向密切相
关的工作内容遥 例如该求职者
就应该突出描写 野在厦门爱声
音响有 限公司担任 出纳 兼统
计冶的工作经历袁而简要描述之
前的办公文员的工作经历遥 在
撰写过程中袁 不要只是简单地
罗列工作岗位和工作职责袁而
应该把重点放在工作业绩以及
对公司所做的贡献上遥 这里我
们就不具体举例说明了遥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袁 求职
者要注意语言使用的规范和简
洁袁例如野现在参加四川网络教
育大学的大专会计班学习冶袁这
样口语化的描写在简历中出现
是不合适的遥

青蛙的国王

木头袁没有什么特别的遥但当它
出现在水面时袁 整个池塘比平
日安静多了遥 或许是畏于这个
一言不发的国王的威严袁 他们
彼此说话的声音小多了袁 而且
每当要爆 发一场口角 或武斗
时袁他们会顾及到国王的存在袁
便互相地克制袁 一场战争也就
在无声中平息了遥
好景不长袁 平静的日子并
没有持续太久遥 青蛙们每天都
面对这个木头国王袁 很快就厌
倦了遥 而且当它们明白即使它

们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袁 这个
国王也没有任何的反应袁 更谈
不上处罚它们时袁 青蛙王国里
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与喧哗袁
甚至比以前还多了一个游戏的
场所遥 经过一段时间的疯狂与
混乱后袁 又有青蛙向神提出它
们必须要有一个国王院 请重新
给我们派一个新国王袁 我们需
要一个活生生的袁 而且十分强
健的国王遥
于是袁 新的国王从空中下
来了袁竟然是一只强健的鹤遥鹤

一落到池塘里袁连招呼都没打袁
就把一只只青 蛙吞进肚子 里
了遥
启示院 公司就是一个微型
的小王国袁 你就是这个王国的
国王遥 好的国王是威严而仁慈
的遥威严表示你一丝不苟袁赏罚
分明曰 仁慈则表示你有爱心并
且有情谊遥 在公司中对员工进
行管理时袁有两大忌院一尧与员
工太亲近曰二尧对员工太威严袁
会让他们没有安全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