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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近七成人求职
被疫情“拖慢”

记者在常州高校发放了一份
调查问卷，共 182 名应届毕业生
参与调查，其中，打算找工作和考
研求职两手抓的有118人。

疫情对他们的求职进程影响
大吗？65.25%的人表示“大，拖
慢了我的计划”，27.97%的人认
为“还好，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
中”，只有 6.78%的人觉得疫情对
他们完全没影响。

从调查结果来看，受访对象
主要使用招聘网站（69.49%）、学
校的就业信息网（68.64%）、线上
招聘会（50.85%）和微信公众号

（23.73%）等几大云平台进行线上
求职。

“云求职”让求职时
间大大缩短

不像往年四处奔波赶招聘
会，也无法和招聘官面对面交流，
一切都改为“在线”，这对于毕业
生来说，反倒有了更多时间准
备。“‘云求职’效率还挺高的，浏

览岗位快、投递简历快、面试流程
快，既节省路费和时间，也能减轻
我的紧张感。”一位受访学生说。

采访中，“便捷”是学生提到
最多的关键词。

常州工学院理学院毕业生葛
佳璐一心想回老家南京发展。去
年下半年以来，他就持续关注南
京招聘启事，很快收到了南京溧
水农村商业银行的考试通知。在
学校老师的帮助下，小葛顺利通
过线上笔试、面试等环节，最后成
功签约，前后不到一个月。“‘云求
职’的效率让我有些震惊。”葛佳
璐说，自己终于圆梦成为了一名
准行员。

江苏理工学院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的袁波，则代表着由考研转
向求职的一类学生。袁波今年考
研不够理想，便打算“云求职”。

“与传统的线下双选会相比，网上
求职平台给我们大学生提供了更
加便捷的服务。”结合自己的专业
方向，袁波进行了在线筛选并向
企业投递简历。很快，他收到中
天科技集团的 offer，并在学校老
师的帮助和指导下，成功和企业
网上签约。

调查中，也有人表示，在家中

通过视频连线参加面试，与面对
面交流还是有很大不同，要注重
多和面试官沟通，扬长避短，减少
背稿子的感觉。

毕业生们不要错过
春招“黄金期”

据了解，全国2020届高校毕
业生规模预计达 874 万人，同比
增加40万。业内人士表示，受疫
情影响，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
持续加大，部分行业、企业可能会
下调招聘计划，或延后到下一届，
就业形势更复杂、紧迫。

在新北区薛家镇，一位做汽
车转向辅助系统的企业负责人告
诉记者，疫情对他们来说影响不
小。“我们对毕业生需求非常迫
切，但现阶段即便和毕业生达成
就业意向，他们也不能正式到岗
实习、工作。”

另一边，毕业生宅家“云求
职”，其参与度、把握度，以及签
约成功率，却并没有线下招聘会
来得高。常州工学院学生处副
处长曹其建议广大毕业生，认真
研判就业形势，积极自觉参加线
上招聘活动，不要盲目等、拖，错
过春招“黄金期”，越到后期优质
岗位可能越少，就业质量会有所
下降。

记者从常州部分高校了解
到，为帮助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
业，各校纷纷提供多样化平台和
服务。常州大学发起参与国内
12 所石油类院校联合招聘，开展

“石油英才荟——全国石油高校
网络联合招聘会”；江苏理工学院
创新性开设在线就业指导课程，
供学生在家自学；常州工学院拓
宽就业信息渠道，同时推进本校
春季网络招聘会，截至目前已有
近 600 家企业参会，提供可投递
职位近三万个，毕业生投递简历
数超过 4000 份；受疫情影响，部
分服务类专业学生未能正常上
岗，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主动
引导学生调整就业预期，精准推
荐相近专业的就业岗位；对于产
生心理波动的毕业生，常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学工处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制定本校防疫期间心理危
机干预方案，开通线上咨询通道，
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援助服
务。

此外，教育部也推出“24365
校园招聘服务”，提供每天 24 小
时全年365天的网上校园招聘服
务，助力毕业生就业。

杨曌

当疫情撞上春招，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这届大学生，真的“太难了”

疫情之下，毕业生宅家“云求职”

本报讯 近日，常州刘
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收
到来自朝阳新村第二社区
党总支的一封表扬信，信中
对该校艺术设计系 2015 级
学生何鹏楠大为称赞，称他

“把防控的责任扛在肩头，
把群众的安危放在心里，是

‘最可爱的人’！”
据了解，何鹏楠 2015

年入伍，服役两年后，回刘
高职继续读书，同时也是茶
山街道民兵连的一员。新
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他自觉
在家不外出。有一天，奶奶
外出买菜，回来告诉他小区
门口有志愿者，负责进出人
员体温测量，这让何鹏楠意
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是当
兵回来的，也要去做志愿
者。

于是，当天他就跑去朝
阳新村第二社区报了名，承
担 起 社 区 人 员 的 管 控 任
务 。 该 社 区 有 3959 户 共
9200 多人，基础设施较差，
流动人口较多，防控难度很
大，还要三班倒。考虑到社
区工作人员白天要上班，还
要挨家挨户调查，晚上再值
班太辛苦，何鹏楠主动申请

连续晚岗工作。白天他也
不休息，坚持参加其他卡口
执勤，每天工作至少 12 小
时以上。

不久后，常州火车站征
用民兵，何鹏楠被调去火
车站执勤。火车站相对来
说人员更为复杂，工作量
更大，但在何鹏楠看来，却
可以为更多人提供服务。
一位 80 多岁的大爷下站时
不慎摔倒，何鹏楠见状，就
和另一名志愿者跑上前，
搀扶起老人，并将老人交
由车站工作人员，用巡逻
车送至家属身边；一对聋
哑人夫妻，在检查中出现
沟通困难，何鹏楠立马在
纸 上 写 下 需 要 查 看 的 东
西，并协助这对夫妻完成
所有检查流程，然后将其
送至出站口⋯⋯

“这次疫情让我进一步
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
大，亲眼目睹了身边一个个
党员不顾自身安危，冲在防
疫最前线的身影。我也将
全程参加这次疫情狙击战，
请党组织持续考验我。”何
鹏楠说。

（陈艳菲 杨曌）

刘国钧高职校学生志愿者何鹏楠

收到来自社区党总支的
一封表扬信

本报讯 3 月 10 日-13
日，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启动线上特色家访活动。
由党员领导干部、辅导员、
班主任、学生资助工作志愿
者组成近 200 多人的线上
家访亲情关爱服务队，通过
微信视频、QQ群、电话连线
等方式，对16省共计945名
学生进行线上家访活动，做
好疫情防控期间学生的思
想和心理引导，了解学生在
线学习情况，帮助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

据了解，此次特色家访
活动重点家访对象是贫困
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
建档立卡、低保、特困救助
供养、残疾等特殊困难以及
现居住湖北的学生。该校
的亲情关爱服务队成员身
兼“ 三 员 ”——“ 战 疫 宣 传
员”“信息沟通员”“有情帮
扶员”，了解其和家人居家
防疫情况，并向学生和家长

传达学校有关疫情防控的
基本知识、通知和安排，倾
听学生和家长的困惑，掌握
学生在疫情期间思想、学
习、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具体
情况，转达了学校对学生的
关心，叮嘱学生做好自我防
护。

同 时 ，连 线 学 生 志 愿
者，点赞青春力量。疫情
期间，江苏城建学院不少
学生尽己所能积极参与家
乡的疫情防控工作：有的
协助村里登记测量进出人
员体温、记录村民活动轨
迹；有的当起广播员，宣传
防控知识、播报防控工作
通知；有的参与防控点轮
班值守，劝返工作⋯⋯班主
任在与学生联系时，为他
们迎疫情而上、参与疫情
防控的行为点赞，并反复
叮嘱他们注意休息，自我
防护。

（刘顺传 杨曌）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线上家访递爱心
家校联动抗疫情

近日，常州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团委面向全校青年学生
开展信仰公开课——战“疫”
云讲演活动。

由常信院团委副书记杜
俊枢主讲的信仰公开课《疫情
下的突围——公共卫生突发
事件及应急管理》在“常信青

年志”微信公众号率先推出。
此外，校团委遴选并展播10个
战“疫”云讲演优秀视频，分别
从思想引领、志愿行动、展望
规划三方面讲述新冠疫情从

“步履维艰”走向“步步为赢”
的过程，进一步强化学习效
果。 施艳青

每年三四月份，本是应届毕业生求职的“金三银四”，
今年却被一场疫情改变，就业形势趋于复杂——一方面，
线下招聘会按下“暂停键”，改为线上发布招聘信息、筛选
简历及面试，另一方面，相对于创新高的 2020 届毕业生
规模，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却有下调或延后。

面对疫情之下的“云求职”，常州高校的应届毕业生
们是否能逆势而上？各校又有哪些给力举措？来看记者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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