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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部数据统计，2022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076
万人，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
增量均创历史新高。教育部高
校学生司司长王辉表示，综合
研判，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

眼下，一年一度的春季招
聘来临，大学生，你准备好了
吗？本期大学版，记者采访了
三位2022届高校毕业生，来看
看他们的选择。

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破千万，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如何“逆势”破局？他们交出硬核答卷

■杨曌 夏一程 王超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部分
高校了解到，为进一步满足 2022
届毕业生求职应聘和用人单位人
才选聘需求，促进毕业生充分高效
就业，部分学校于本月陆续开展春
季校园招聘会。

2月22日，江苏理工学院启动
2022 届毕业生春季网络招聘会。
本次网络招聘会基于江苏理工学
院就业信息平台开展，校方全媒体
发布招聘会讯息，学校官方微信公
众号、就业指导网等联动推广，形
成了全员关注就业的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已有 138 家企业进
行展位预定，提供岗位 700 多个，
涉及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业、批
发零售业、金融业等行业。据江苏
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周兰珍介绍，

本次网络招聘会精准聚焦专业需
求，满足学生与企业的互动交流，
已有不少学生在网上投递了简
历。活动将持续至3月20日。

2 月 10 日，常州工学院 2022
届毕业生“一起向未来”春季校园
招聘活动拉开序幕。学校进一步
优化了招聘服务体系，完善招聘服
务流程，搭建便捷的校企联动平
台，确保招聘工作有序开展。

2 月 10 日-3 月 10 日，常工院
举办春季网络招聘会；3 月 14 日
起，启动线下招聘会，包括行业类
和区域专场。另外，从 3 月中下旬
开始，每周三均安排中小型招聘活
动，3 月底 4 月初或举办 2022 年春
季首场大型招聘会。一系列招聘
活动，为用人单位和学生搭建了对
接平台，同时鼓励大型集团企业、
地方人社部门组团进校招聘，促进
毕业生充分高质量就业。

常州高校举办2022届毕业生春季招聘会

助力大学生一起向“位”来

■杨曌 陈翼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获悉，在近日举行的
中国大学生健康活力“云”系列大
赛暨健身瑜伽锦标赛中，该校体育
部教师王国琴、李会会指导的校瑜
伽队喜获乙组（高职高专组）一级
大集体第一名的好成绩。

大赛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主办，吸引来自全国 64 支高校队
伍 1000 余名健身瑜伽运动员参
赛。教练团队认真研读比赛规程、
悉心编排、反复打磨、调整人员，师
生们积极备赛、刻苦训练，努力提
升校健身瑜伽队的整体实力，最终
喜获佳绩。

本次比赛践行教育部新时代
“教会、勤练、常赛”新要求，彰显了
团队合作精神，展现了该校学子拼
搏进取、精益求精的良好精神风貌。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全国大学生健身瑜伽锦标赛折桂

王楠是个闲不住的年轻
人。在校期间，他在父母的
鼓励下，做过很多工作——
画过空间效果图，做过摄影
师，拍过婚庆、公司年会、团
建，做过策划和后期，送过外
卖，还当过媒体人。

“就是不断尝试嘛，毕竟
自己还年轻，有时间有精力，
就算输了也不怕，小伙子就
是要有冲劲。”他说。

在 体 验 了 一 系 列 工 作
后，王楠不禁感叹：没送外卖
之前哪里知道赚钱那么难，
外卖小哥有多累有多苦；摄
影摄像看着简单，其实也是

通宵达旦赶出来的。“这都是
自己做了之后才知道的，多
接触社会没毛病。”

王楠告诉记者，通过多
方位的接触，自己渐渐萌生
了自主创业的念头。“在校期
间，我参加过两次国际‘互联
网+’创新创业大赛，取得过
江苏省一等奖。这些参赛经
历给了我很多经验，也锻炼
了我的能力，让我在创业初
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

去年底，王楠集结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共同创办
了以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设计
与拍摄等业务为主的传媒公

司—— 拾 光 剪 影 影 视 工 作
室。“我们目前拥有的业务资
源较为丰富，团队技术水平过
硬，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创业初期，常信院给予了
他们很大的帮助——免租金
入驻该校的东区创业园区，极
大降低了大学生创业团队前
期的资金损耗，腾出更多资金
来扩展业务，更新设备。目
前，团队已经开张接单了。

“我给自己两年时间去
闯、去拼、去试，如果创业失
败了大不了重操旧业，干回
视觉设计，毕竟有一技之长
嘛。”王楠说。

人物：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王楠

不断尝试！创业之前，他体验过近十种工作

未踏入大学校门前，小力
就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一
名优秀的软件工程师。于是，
上大学后，他刻苦学习，成绩
优异，获得了 Java 软件工程
师证书。在同班同学开始顶
岗实习时，他却调研了市场关
于招聘软件设计师一职的要
求。“我发现，用人单位对于求
职者的实践经验很看重。”于
是，通过专业老师的指导，小
力先后参加了全国软件和信
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全省职
业技能大赛，表现亮眼。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
春节在家期间，小力不忘学
习 Java、Python、单 片 机 等
专业知识。大年初五，他就
坐上了火车，踏上了离乡求
职之路。“我在网上投过简
历，跑过几个招聘会，虽然经
历过一些碰壁，但是我没放
弃，找一个自己满意的工作
哪有那么容易呀。”

而后，南京一家信息科
技公司的企业文化、发展前
景以及招聘岗位吸引了他。
于是，小力带上简历和资料

去企业面试。企业 HR 告诉
他，招聘要求是本科。小力
表示，请贵公司给他一次面
试的机会。“我带了我曾获得
的证书，展示了我曾经做过的
软件。虽然我没有高文凭，但
是我相信自己的能力。”

小力的毛遂自荐，引起
了HR的关注，他很欣赏这位
年轻人的自告奋勇。经过笔
试和面试，小力得到了该企
业的赏识。最终，小力成功
签约该公司，实现了自己成
为软件工程师的梦想。

人物：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软件技术专业 小力

招聘要求是本科？他毛遂自荐，被公司破格录用

大二时，颜铁军因为专业
表现突出，被选中到常机电校
企合作单位——江苏大备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实训。

“我在大备参与的是远
程‘上云’平台项目，负责通
讯协议这一块。各行各业的
企业因使用设备不同，导致
通讯协议也不相同，我主要
学习和研究各个主流的通讯
协议，保证企业的设备信息
传输顺畅。”在大备的一年半

时间里，小颜的待人接物、专
业操作、职业规划等职场素
养都得到了培养和锻炼。同
时，利用大备的设备平台进
行集训演练，他多次在各级
各类技能竞赛和双创比赛中
取得佳绩。

因为在企业“露脸”的机
会多，并且熟练掌握了企业生
产工艺、技术要求，大备提出，
干脆把小颜和其他做“上云”
的学生留下来工作。“企业开

出的条件很高，可以提高待
遇，或提前签定就业协议，让
我们没有后续就业烦恼，甚至
支持我在职提升学历。”

不过，面对诚意满满的
企业，小颜还是决定要继续
转本、考研，提升自己的学
历。“转本考试结束后，我还
会继续去大备实习。我报了
常州的本科院校，以后转本
了，只要大备需要，我还会考
虑继续兼职。”

人物：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颜铁军

企业向他抛出“橄榄枝”，他却这样打算

■杨曌 雷宁

本报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带火了憨态可掬的吉祥物“冰墩
墩”。怎样才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
的“冰墩墩”呢？这两天，在常州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智造学院焊接实
训中心，智能焊接技术专业老师吴
叶军正在准备新学期教案，他看着
眼前的激光切割、激光打标、焊接
等设备，突然灵光乍现——教学生
们制作一个“焊墩墩”。

于是，吴叶军立即投入到教学
环节的设计中。先用CAD画一个

“焊墩墩”的轮廓，然后把绘制好的
CAD 图纸导入到激光切割设备，
调整好切割参数，完成“焊墩墩”的
切割。切割完成的“焊墩墩”表面

有少量的毛刺，再进行打磨和抛光
处理。“切割出来的‘焊墩墩’是二
维平面的，不能直立在台面上，我
就做了一个不锈钢底座让它能站
立起来，更加立体生动。”吴叶军
说。经过组装和焊接，专属于智能
焊接技术专业的“焊墩墩”就新鲜
出炉了。整套流程包含了CAD绘
图设计、激光切割设备操作、金属
处理、机械零件装配等多个教学知
识点，学生可以在专业学习的同时
提升爱国热情。

此外，吴叶军还设计了两款
“冰墩墩”钥匙扣。他说，开学后第
二周就将开始机器人焊接基础课
程的教学，他打算将原计划“火箭
模型及底座”的内容，改为“焊墩墩
及底座”，让学生也实现“一人一
墩”的小目标。

“冰墩墩”“一墩难求”？常州高校教师创新
融入“课程思政”

自制“焊墩墩”教具，
让学生实现“一人一墩”小目标

■杨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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