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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秀台
不知道如何写简历芽不确定
简历能否抓住 匀砸的眼球钥 快来
晚报简历秀台秀出你的简历袁有专家帮你指导浴 到简
历秀台展示自我袁 让好工作自动找上门浴 展示热线
贼
藻造
造
曾蚤
灶岳员远猿援
糟燥皂

毕业生求职信中的
常见问题
前几期和大家分享了应届毕业生简历撰写需要
注意的问题袁 今天 酝蚤
造
贼
燥灶中英文简历工作室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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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赠
糟
增
糟
增
援
糟
燥皂雪的何老师要和大家谈谈毕业生求职信有
关的话题遥 以下我们列举一些经常在毕业生求职信上
出现的常见问题袁有些看来虽然相当明显袁却时常在
一些毕业生的求职信上出现遥

卖弄文采
这种情况在大学生的求职信中非常普遍遥 野进入
大学以后袁高考后的轻松尧获知被录取的喜悦随风而
逝噎噎冶袁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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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袁 在求职信中使用这样的语
句完全没有必要袁不仅达不到效果袁反而会给人卖弄
文采的印象遥

过分自信
很多刚从学校毕业的同学袁喜欢在求职信的末尾
加上这么一句院野我非常坚定地相信袁我会是贵公司的
最佳选择遥 冶甚至是野错过了我袁将会是贵公司的巨大
损失浴 冶之前还曾见过热心读者发来的求职信中出现
野一代才子袁唯我伊伊冶这样的语句遥 此时 匀砸最多会一
笑置之袁没有人会当真袁只会觉得你自大甚至可笑遥 也
许你的学习成绩确实出色袁因此底气十足袁但是考试
成绩好袁不一定就会成为一个称职的职员遥 所以袁毕业
生的求职信要注意规避这样夸张的语句袁以免使招聘
单位觉得你自高自大尧思想不成熟遥

妄自菲薄
谦虚虽然是美德袁可是现代社会里过谦却越来越
不合时宜了遥 曾经见过一名热心读者在求职信中将自
己的缺点毫无保留和盘托出袁野妒忌心强尧时间观念不
够强冶等等袁试想 匀砸看了还敢录用他吗遥 因此毕业生
要注意袁尽量在信里强调自己的优势袁如果不能避免
要提及缺点袁则尽量轻轻带过遥

语气不庄重
招聘单位大都喜欢看事物比较客观的申请人袁所
以要尽量避免在求职信上使用野我觉得冶尧野我看冶尧野我
想冶等字眼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袁也忌用野我非常希望冶尧
野我真的喜欢冶之类的强调语气遥

措辞不当
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数不胜数袁有些甚至叫人捧腹
大笑遥 曾经有见过毕业生这样写院野贵公司获知有我这
类应聘者袁势必大喜过望遥 冶或者野这职位对我来说简
直是无法抵挡的引诱遥 冶如果小心撰写的话袁这种不妥
当的修辞其实是完全可避免的遥

过多简写词语
可能你与朋友交谈时习惯简称自己的学校或所
修的学科袁但在申请书上是绝不应该这样写的袁如简
称野伊工大冶尧野伊外院冶尧野伊商院冶等袁这样只会使人觉得
你做事还很学生气袁给人不良印象遥

毕业生就业力
公益讲座
序号 开课时间
主
题
讲 师
员 源月 员日渊周三冤 如何洞悉职场潜规则
陈老师
圆 源月 愿日渊周三冤 成功的面试技巧
陈老师
猿 源月 员员日渊周六冤 性格与职业发展方向
林老师
源 源月 员缘日渊周三冤 如何做份企业满意的简历 骆老师
缘 源月 员愿日渊周六冤 职业经理人谈生涯规划 田老师
远 源月 圆圆日渊周三冤 职业初期心理调适
姜老师
苑 源月 圆源日渊周五冤 初入职场人际关系管理 李老师
愿 源月 圆缘日渊周六冤 职业素养
蔡老师
怨 源月 圆怨日渊周三冤 求职自我营销策略
蒋老师
上课时间院周三尧周五尧周六 上午 怨院猿园原员员院猿园
上课地点院厦门市人才服务中心二楼培训教室
本版责编院赵馨 美术编辑院邱艺锋

角美房子野破冶
就业不考虑？
大学生招聘会上对话袁引发网友热议
野这家企业在角美浴 冶
野 角美 那地方 很 破
的袁那里很多房子都是破
破烂烂的袁我才不要去那
种地方工作遥 冶
日前袁网友野冷雪冰
心冶把自己在厦门某高校
招聘会上听到的两名大
学毕业生对话贴到了小
鱼社区上袁一时间浏览度
近千人和回帖达到 猿
缘
源
个袁 更引发了金融危机
下袁我市大学生就业该不
该放下身段的热议遥
金融危机下大学生要不要放下身段求职成为争议的焦点

听到这样的对话袁无语
野角美虽然与厦门比不
了袁 但是也是漳州发展的龙
头浴 听到这样的对话我很无
语浴 大学生们袁我不知道你们
工资待遇的期望值 有多高 遥
但至少你要有这个 价值袁 在
你嫌人家地方破的 同时袁 说
不定袁 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
那点学历遥 冶
野冷雪冰心冶称袁野我毕业
得早袁 一开始只在崇武那个
小镇当文员袁 有时还要下车
间对图纸遥 当时只觉得想多
学点东西遥 环境和工资都不
是特别重要遥 后来有点小羽
毛才跳出来遥 现在在企业里袁
该有的福利都有袁 一个月稳
定收入虽然只有三四千元遥 冶
野我不是鄙视大学生袁也
不是说两名女生的想法是错
的遥 只是觉得袁 作为一个新
人袁不应该如此贬低别人袁至
少要尊重人家的劳 动成果 遥
况且自己有什么资本这样说
人家袁 做人应该脚踏实地才
不会摔倒遥 冶野冷雪冰心冶说遥

哦袁还挑个啥呢钥 冶
野现在很多新出来的大
学生都是眼光很高却又没什
么能力袁 很多用人单位不爱
用也是正常遥 冶网友野糖错错冶
说袁野春节后单位招了 苑
园多个
毕业生袁本科硕士都有袁一个
多月后袁好几个硕士被劝退遥
理由很简单袁 眼高手低装清
高遥 事情不做袁消极怠工袁最
基本的电话放在面前响了 猿
园
秒还不接噎噎冶
野先就业再择业浴 冶野能找
到工作先浴 冶野要摆正心态浴 冶
不少野鱼儿冶纷纷发表意见袁
认为大学生要尽量避免 野娇
骄冶二气遥

支持
大学生就业不应挑剔

反对
找工作为啥不能挑一挑钥

几乎半数以上的跟帖都
是支持野冷雪冰心冶的观点遥
不少网友都表示袁 在现在这
种形势下袁 学子们不应该这
么挑剔的袁 重要的是能够学
到东西袁 对工资和环境不要
太看重遥 野现在有班上就不错

当然袁 也有网友给出了
相反的意见袁他们认为袁即使
在就业难的形式下袁 也不见
得所有人都要看企业脸色行
事袁 大学生们也有选择的权
利遥
作为一个正常的毕业

是否野降价冶就业
在于自我定位
被学生称为野房子破冶的角美有着不少企业
生袁 都不太会想去一个偏僻
的地方遥 野特别是女孩子袁考
虑一下环境因素是无可厚非
的遥 要是我也不去袁除非工资
很高遥 冶网友野霏霏冶说遥
也有网友表示袁 去偏远
的地方袁也不见得就是磨练袁
也要看是什么工作遥 野况且第
一份工作也就相当 于出 身袁
确实比较重要遥 冶
野追求高物质有啥不对钥
也许人家真有那种能力遥 难
道一定要从底层做起吗钥 冶网
友野晓晓冶说遥
网友 怎灶糟
葬
枣
藻
藻更现身说
法院野刚毕业出来袁 听别人说
要务实一点袁 我在厦门岛内
一家贸易公司任职袁半年后袁
我宿舍哥们去了广东袁 工资
加其他所有收入打底一个月
缘园园园元遥 同样都是业务袁相
差就是那么大浴 冶他建议袁应
届生找工作袁 每个人想法都
不一样袁起点也不一样袁最后
的结局相差实在太远遥 一部
分看机遇袁 一部分看自己的
能力遥

求职难袁我们就该是野白菜价冶吗钥
一段小小的大学生对话袁
引起了网友的高度关注袁甚至
不乏针锋相对的野口水战冶遥记
者整理发现袁以过来人自居的
非大学生人群普遍认为袁扩招
的大学生原本就应该面对现
实袁降低标准袁更何况现在正
处在金融危机形势下的非常
时期袁大学毕业生更应该转变
就业观念袁放下身架和身价遥
但处在争议漩涡中的大
学生袁却不这么想浴
网友 曾
皂糟
澡曾
曾道 出 了 不

少大学生的心声院野且不说大
学生有一定的资本去挑袁仅仅
是在高校进行了四年的学习袁
我们心里肯定要找些什么来
使之平衡遥 让我们 耶降价爷就
业袁心里总会不甘愿的遥 冶
野难道要大学生去做高中
生都能做的工作吗钥 冶 网友
扎
扎
择责凿造也为大学生们鸣不平袁
野别说白读了那么多年书袁国
家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很多
钱袁培养一个研究生甚至博士
就更不用说了袁还有那些公派

出国读书的袁出去一年国家在
一个学生身上就得投入十多
万甚至数十万元袁难道这些人
都需要放下架子去做那些不
用去读大学袁 不用去读研究
生袁不用出国学技术就能做的
工作袁那国家拿纳税人的钱就
是这样浪费的吗钥 冶
而一份野学生择业意愿影
响因素冶 调查结果也显示袁即
使在目前这种严峻的就业形
势下袁 也仅有 缘
援
苑
豫的大学生
愿意到边远城市就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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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专家吴越院以上
两种观点都偏颇了遥 无论外部
环境怎么样袁没有人要求大学
生就业一定要从低端工作做
起袁从偏远地区做起遥 决定大
学生第一份工作的是其个人
价值袁而非外部环境遥 当然袁外
部环境会使这种个人价值更
加重要和突显遥
大学生的个人价值是通
过其对自我的定位和大学四
年间的知识尧技能尧实践经验
等综合素质的积累来实现的遥
如果你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
定位袁并为之积累了相应的个
人价值袁那你在就业时就会很
清楚自己要到哪里就业袁要找
什么样的工作遥 而只要你对自
我的这种认知能够得到企业
的认可袁就没有必要放下身段
求职袁仍然可以去拼好的企业
岗位遥
问题是袁现在的很多大学
生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清晰遥 在
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袁这样的大
学生碰碰撞撞也能找到工作遥
但现在金融危机是大浪淘沙
的时候袁没有清晰定位和个人
价值较低的大学生在求职时袁
必然会四处碰壁遥 这类学生不
妨放下身段袁 先就业再择业遥
毕竟先找一份工作总比一毕
业就失业好袁 埋头做一段时
间袁对自我认识和未来规划清
晰后再调整遥
判断一个大学生的个人
价值袁我们常常会问 猿个通用
问题院谈谈你对自己的个人规
划钥 你自己的优劣势钥 以及你
对应聘企业和岗位的认识钥 虽
然很多学生会为这些问题准
备一些通用答案袁但通常 圆
园
园
个人来面试袁 会有 员
园个人左
右能够从这些通用答案中脱
颖而出袁展示出他们对自己的
清晰定位袁职业目标以及大学
几年来的积累袁而这些人就是
企业最想要的人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