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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招聘平台搭起就业新桥梁

头条评论

为加大本地读者评论力度，形成关注烟台的良好氛围，本报诚邀烟台市民针对烟台新闻及各种社会现象，在话题版发出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您对烟台身边事觉得不吐不快，对自己的经历见闻有话要说，或者对烟台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建议，《我有话说》栏栏目欢迎您

的参与；如果您读本报新闻后想谈谈看法，《一家之言》栏目也等着您。
稿件字数以500-1000字为宜，择优刊发，稿费从优。来稿注明姓名、地址、邮编。 投稿邮箱：yantaihuati@163 .com

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C06 话题
2014年2月21日 星期五

编辑：毛旭松 美编/组版：宋晓霞 ·今日烟台

我有话说

一起上好开学第一课

如果管不住嘴，也得管住手

一家之言

毛旭松

2月19日，齐鲁晚报·今日
烟台招聘求职公益平台正式开
启，当天就有不少单位打来电
话招人。同样，也有不少求职者
纷纷来电，希望通过媒体的公
益招聘平台获得一个就业机
会。

年后这段时间进入了招
聘旺季，不论是烟台人力资源

市场还是烟台人才市场纷纷
举行各种类型的招聘会，也吸
引了很多企业和求职者的参
与。一方面招聘企业求贤若
渴，调高工资待遇，还有免费
午餐、高温补贴、集体出游等
福利，像一线操作工人却往往
招不满。另一方面，招聘会上
人山人海，很多求职者又无法
找到满意的工作岗位，比如刚
毕业的大学生缺乏经验，不符
合企业招工标准。

去过招聘会的人常常有这
种感受，表面上看熙熙攘攘，只
是问的人多达成意向的少，由

于求职者自身条件和用人单位
岗位需求间的匹配存在差异，
一场招聘会下来，很多人可能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企业
也是空手而归。

就像现在企业工厂最缺
的一线技术性蓝领，他们中有
很多可能不会用电脑，也可能
无法第一时间掌握招聘信息，
还有些住在城郊农村的可能
无法赶到招聘会现场。这时
候，媒体搭建起公益招聘平
台，提供有效的人才供需信
息，为企业和求职者“拉线做
媒”，能够成为招聘会的有益

补充。通过媒体发布的用工榜
和求职栏，大家对招聘信息一
目了然，而这些招聘信息的受
众群体远远多于一场招聘会
的参与人数，这就大大增加了
求职成功的几率。

对于求职者，在就业之前
有充分的针对性准备，就多一
分胜算；对于企业，在招聘之前
把岗位需求信息有效地传播出
去，才能真正寻觅到的最合适
的人才。希望这次齐鲁晚报·今
日烟台推出的公益招聘平台做
好“媒人”，能够让更多的企业
和求职者搭上线。

教育部近日下达通知，从明
年起，19个城市的小学100%，初
中90%划片入学。如果此项实施
能不打折扣地实行，学区房肯定
应声涨价，“学区房”不涉及腐
败，它是社会生态的自我调节，
是资源配置的直接反应。我国社
会的资源配置自建国起就试图
像摊煎饼一样摊平，但没有想到
煎饼里夹着的肉蛋实在无法摊
薄也无法摊平，所以这张煎饼就
疙疙瘩瘩的漏洞百出，漏洞一出
就有人设法填入，这就是社会。

——— 马未都(收藏家)

对于发生在学生中的极端
案件，教育部门、学校是否引起
高度重视，补上对学生缺失的教
育？很多学校并不愿意真花力气
解决，整体的人才培养都存在空
心化趋向，更不用说投入完善心
理服务体系了。于是，总是在问
题发生的时候这些教育显得很
重要，而时间随后冲淡一切，直
到问题再次发生。

——— 熊丙奇(教育专家)

新闻：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
伟带领调研组利用半年多的时
间，统计出一般人从出生到身
故，大概需要办理103个证件。据
调研组估算，这103种证件，每一
种都有3000万人以上在办理。由
于各个部门各自为政，信息不共
享，办理任何一种证件都要重复
提交各种材料。(南方都市报)

点评：哎，人生就是一袋纸
啊！

新闻：这两天，湖北黄石大
冶众多网友都在为当地“蒸糕爷
爷”的意外去世而感到悲痛。一
些吃过他蒸糕的网友还在网上
相约，一起送老人最后一程。这
名以卖蒸糕为生的男子叫董才
发，一个人推着车在大冶的小学
旁卖蒸糕已有13年时间。这13年
来，董才发卖的蒸糕一毛钱一个
从来没涨价，去世时身上仅几十
元。(楚天都市报)

点评：能量很正，结局很惨，
请给正能量挤点生存空间。

新闻：大学生小杨近日反
映：因身份证照片太丑，与本人
差距很大，他考试时常被怀疑是

“枪手”，总要跟监考老师解释很
久；春节坐飞机时，也被机场工
作人员盯着看了很久才放行。

“我想重新办一张身份证，但又
担心还是会照得很丑。难道证件
照片就不能照得好看一些吗？”
(楚天都市报)

点评：证件照是衡量一个人
美丑的唯一标准。

新闻：冯小刚近日接受杂志
采访称，春晚完了之后就想待着，
并回应民众对春晚的吐槽。“你说
让老百姓满意，这句话是一瞎扯
的话，你让老百姓满意的前提是
你必须让领导满意。我说我对春
晚的改造，如果能有10%的话，春
晚对我的改造是100%。”(新华网)

点评：负责节目审查的领导
敢不敢与民同乐？

为开学做好准备

吕富苓(莱州市)

中小学开学在即，家长应督促
学生做好上学的准备。

调节生物钟，做到早晨能按时
起床。孩子们假期里看电视、玩电
脑，形成晚睡晚起，即将要开学了，
家长要帮学生早早调节好生物钟。

看看假期作业是否完成了。查
看一下布置的各科作业，作文、日
记的篇数够不够，动手的实验做没
做，写没写记录。让学生养成按时
完成任务，认真做好每件事的习
惯。

把学习用品准备好，装好书包
做好准备。

处理好压岁钱。压岁钱处理好
了，是孩子学习的动力；处理不好
会是学生的思想负担，家长不可小
觑此事。

新学期是新起点。家长要鼓励
孩子树立新的奋斗目标，鼓起新的
前进勇气，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
之计在于晨，做到一马当先，马到
成功。

体谅公交司机的辛苦

孙宝庆(芝罘区)

正月十五乘82路公交，不经意
间看到车厢有些座位底下，有的有
瓜子皮、有的有果皮、有的有糖纸，
使人不免有狼藉之感。

春节家家户户都要购买瓜子、
糖果之类的年货，这也是约定成俗
的习惯了。有些人外出游玩，带着
瓜子糖果也是常事。不过坐公交却
不能随地扔糖纸果皮，张嘴随意吐
瓜子皮。

众所周知，春节期间公交行业
为满足市民出行需要，放弃休假坚
守岗位，应该说工作紧张而又辛
苦。作为我们广大乘客自觉遵守

“讲究卫生保持车厢清洁，营造一
个良好的乘车环境”的规则，把瓜
壳果皮等废物放进垃圾桶，既能显
示出我们的文明素质，又有利于构
建和谐的司乘关系，同时还可以减
轻司机的工作量。

希望我们广大市民都能体谅
公交司机的忙碌和辛苦，不要随地
乱扔杂物吐瓜子皮。

国网海阳供电公司

开展信息安全
知识培训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董波 ) 日前，海阳市供电公
司组织开展了信息安全培训，提高
了员工信息安全责任意识与技术
水平，让员工更加充分认识到信息
安全的重要性。

魏同山(芝罘区)

近日，烟台市的中小
学生普遍迎来开学日，学
生们陆续返回学校，开始
新学期的学习。不过，孩子
们忽然从散漫的春节寒假
里进入紧张的学习中，或
多或少会出现一系列不适
应。学生家长不能忽视这
些问题，若是时间长了，对
孩子的心理健康会产生不
良影响。家长与老师应共
同携手，应对孩子们的“开

学综合征”。
假期里孩子们的生活

往往没有规律，尤其受春节
因素的影响，在家里可以尽
情地看电视，尽情地玩游
戏，临近中午才起床，所以

“模式的切换”需要一段时
间来适应。在开学初期，可
能受到假期的影响，出现注
意力不集中、早上不能按时
起床、作业不能完成等问
题。作为学生家长，应当对
孩子进行合理引导，如监督
孩子按时睡觉、为孩子制定

比较合理的新学期计划等。
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压力，不
要过多干涉孩子的学习。老
师也要对孩子们进行引导，
如利用召开班会对孩子们
进行心理暗示，让他们尽快
适应学校的生活。如果发现
有的学生有比较严重的不
良心理倾向，可以适当单独
谈话。

“开学综合征”不容小
觑，需要家长、老师留心观
察，耐心地应对，保证孩子
们有好的心理状态。

赵传勇(福山区)

2月18日齐鲁晚报C08版
有两篇关于酒后驾驶的报
道，虽然都没有造成严重的
后果，但他们的这种行为却
不得不让人担忧。我不禁在
想：酒后驾驶的危害都知
道，但为何却还屡屡发生？

记得年前有一次乘坐
301路公交车，途径“银河小
区”站点停车时，被一辆尾
随而来的摩托车追尾了，我
下车后还没走近就闻到一
股刺鼻的酒味，说到这，您
可能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然后司机等交警，肇事者等
救护车，满车的乘客在寒风
中等待换乘，一时怨声载
道，酒驾者遭罪、乘客遭殃，
顿时又对这种行为的不满
提升了几分。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

喝酒”连小孩都知道，更是
有车一族的必备准则。拿驾
照前宣誓其中必不可少的
一条，就是保证坚决不酒
驾。生活当中，相信经常喝
酒的司机朋友，家人每天也
都不厌其烦千叮咛万嘱咐。
电视上的播报，报纸的报
道，交警的宣传无处不在，
现实中遇到的触目惊心的
酒驾现场更是前车之鉴，但
偏偏却有人不当回事：家人
的嘱托当成耳旁风，对各种
报道不屑一顾，把酒后不开
车的常识当成一种形式，总
感觉酒后驾车事故离自己
很远，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因为手握方向盘，同时握住
的还有他人的安危，家人的
幸福。

酒后不开车是常识，酒
后开车更是禁忌，现实中一
幕幕的悲剧，不光要看在眼

里，还要记在心里，更要引
以为戒。参加宴会时，可以
选择打车去，实在不行酒后
可以找代驾，但千万不要碰
方向盘，不要认为喝得少就
无所谓，也别拿路程近当挡
箭牌，对交警的盘查更不要
心存侥幸。要知道，酒后头
脑不清醒，反应迟钝，注意
力不集中，极易发生事故。
在此忠告司机朋友 :驾驶技
术再精湛，只要沾了酒就是
马路杀手，只要心存哪怕一
丝的侥幸心理，也会造成一
生的悔恨。

酒后开车的危害极大，
只靠交警的查处远远不够，
广大司机只有从心里绷紧酒
后不开车这根弦，人人安全
行车，文明行车才能让马路
更安全。最后奉劝司机朋友：
如果实在管不住自己的嘴，
那么就请管好自己的手吧！

“吃醋”的学问
“醋”是众所周知的家庭常用的一

种调味品，中国人历来倡导少盐多醋
的饮食习惯，但除了调味之外，“吃
醋 ”还 有 许 多 学 问 呢 ，下面给大家
推荐一款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打通血管
的食疗配方：

一位居住在伦敦的人的亲身经
历，他去巴基斯坦开会的时候，突然胸
口剧痛，后来被医院验出来，他的三条
心血管已经被严重堵塞，需要做搭桥
手术。手术的时间是一个月以后，在这
个期间，他去看一位古法治疗师。这位
治疗师让他自己在家中做一个食疗，
他吃了一个月后去同一家医院做检
查，发现三条血管干干净净，原来堵塞
的地方已经全通了。为了让更多的人
受益，他把自己的经验放在网上分享。

材料：同份量的柠檬 汁 、姜 汁 、
蒜 头 汁 、苹 果 醋 各 一 杯 ，蜜 糖 适

量 。一 个 半 柠 檬 、二 大 块 姜 、三 头
蒜、一小瓶苹果醋。

做法：1：蒜头去皮，姜去皮切小
片，一起放入榨汁机榨汁，或者放入搅
拌器打成浆，用网布隔渣，手绞出汁。
2：将蒜头、姜汁放入瓦煲，加入柠檬汁
与苹果醋，大火滚，小火慢煮，不要盖
锅盖，让水分蒸发，大约需要半小时，
剩下大约一半汁液。3：温度降下后，加
入蜜糖，仔细搅匀，蜜糖需要很多，主
要是令汁液容易入口。将成品存在有
盖的玻璃瓶中，放入冰箱保鲜。每天早
饭前空肚服用一汤匙。吃上一个月以
后可再去医院做次检查，对比验证。

此方中“苹果醋”指的是以苹果汁
为原料发酵而成的酿造食醋(而非苹
果醋饮料)，烟台吉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出品的果舒食醋酸度(以醋酸计)达
到5 . 5度以上，不含防腐剂等添加成

分，适合做食疗配方。切忌用勾兑醋，
因为勾兑醋中的醋精(或者冰醋酸)等
添加剂会对人体肠胃造成刺激等不良
影响。

果舒食疗养生食醋由吉斯集团烟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品
地址：烟台市牟平区师范路426号
全国客服热线：800-860-2211

400-658-2211
业务电话：0535-4237199
http：//www.gisbelle.com
烟台旗舰店：芝罘区南大街西首西山
加油站斜对面
电话：6694999
蓁山花园店：帝景苑北区西50米

13589759833
牟平旗舰店：牟平区师范路426号北

15054511699 15254529169

格食疗配方推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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