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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重点

442200个个见见习习岗岗位位，，仅仅百百余余人人应应聘聘
见习基地(企业)岗位遇冷，求职者不了解政策是主因

本报济宁6月29日讯(记者
晋森 通讯员 王连东) 28日，
山东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射击
项目比赛在济宁市奥体中心射击
馆开赛，来自济宁、淄博等6个代
表队的33名运动员角逐气步枪、
自选步枪等13个小项的比赛。济
宁运动员甘永梅获得女子10米气
步枪金牌。

“砰，砰……”28日上午，在济
宁市奥体中心射击馆内，气步枪
发出的射击声音此起彼伏，宽敞
的射击馆馆内除了枪声外，保持
着一个安静的环境。在R1男子气步
枪立射项目上，来自济宁代表队的
楚孔波非常冷静地举枪、射击，一
系列动作做下后，低下头来调整自
己的心态。6组过后，楚孔波凭借
514 . 4分的成绩获得银牌，为济宁
代表队夺得射击比赛首枚奖牌。

29日上午，射击比赛继续进
行。在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上，济
宁代表队运动员甘永梅沉着冷静
夺得桂冠，最终给济宁代表队夺
得首枚金牌。

山东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
射击比赛，于6月28日、29日在济
宁市奥体中心射击馆举行。来自
淄博、东营、潍坊、济宁、威海、莱
芜等6个代表队的33名运动员参
加比赛，济宁代表队派出6名运动
员参加比赛。此次比赛分男子组、

女子组、混合组3个类别，设置
气步枪、自选步枪、运动步枪、气
手枪、运动手枪等13个项目。截止
到29日下午4点，目前济宁代表队
已经获得一金、一银、两铜的成
绩。

省九届残运会射击比赛开赛

济宁代表队

再添一枚金牌

本报济宁6月29日讯(记者
庄子帆 ) 本周济宁的阵雨天气
表现较为明显，一周中有5天全市
或局部会有阵雨。

记者了解到，本周全市以多
云天气为主，多雷雨或阵雨。“本
周的降雨主要是受切变线系统的
影响，不过每次降雨量级都不是
太大。”济宁市气象台副台长李永
果说，进入夏季以来，对流活动比
较旺盛，本周频繁的雷阵雨天气
预示济宁即将进入主汛期。

不过，本周的云量比较多，所
以气温不会太高。记者了解到，最
高气温为33℃，出现在周六，每天
的最低气温为23℃。“本周天气变
化多端，市民外出活动或上班时，
要随身携带雨具。”李永果提醒说。

本周天气具体情况，6月30日
(周一)，阵雨转多云，南风短时北
风3级，最高气温31℃，最低气温
23℃；7月1日(周二)，多云转阴，局
部有阵雨，南风 3级，最高气温
32℃，最低气温23℃；2～3日(周三至
周四)，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级，最
高气温30℃左右，最低气温23℃左
右；4日(周五)，多云，南风3级，最高
气温33℃，最低气温23℃；5日(周
六)，阴有雷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

级，最高气温33℃，最低气温23℃；6

日(周日)，多云，南风3级，最高气
温33℃，最低气温23℃。

空气对流频繁

本周阵雨较多

上上课课经经常常失失神神，，原原是是患患上上癫癫痫痫
专家提醒，长时间看电视、玩电脑容易诱发癫痫

本报济宁6月29日讯(记者
李倩 通讯员 季熙航 )

28日是第8个国际癫痫关爱日，
今年的主题是“医患协力、战胜
癫痫”。记者从济医附院举办的

“癫痫关爱日”大型医患联谊会
上获悉，超一半的儿童首次发
病是在儿童期。专家提醒，暑假
是儿童癫痫的高发期。很多患
儿因放假在家，看电视或打游
戏时间过长导致癫痫。

今年7岁的楠楠上课经常
精力不集中，老师反映提问时，
他经常没反应，看着也没睡，愣

神比较明显。吴女士带儿子到
医院一查才发现，是患上了癫
痫，显示神经元异常放电。

“并不是所有的癫痫都是
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出现大发
作，这类突然失神发作的癫痫
病例也比较常见。”济医附院儿
科三病区副护士长朱翠平介
绍，目前病区已接诊了四五例
这类患者，多是7-8岁的儿童。
还有的孩子在家里吃饭时出现
突然碗筷掉地的情况，孩子却
不知道怎么了，都属于突然失
神发作。“母亲在孕期或生产时

出现异常，胎儿宫内缺氧、脑损
伤等会导致孩子癫痫，胎儿先
天发育或先天性代谢异常也会
导致癫痫。”

“癫痫病有很多种类型，有
些具有隐匿性，但经过正规治
疗，癫痫是可以治愈的。”济医
附院副院长牛海峰说，如果孩
子有突然的意识改变，像愣神、
吃着饭突然呆住了等症状，要
家长要重视；新生儿癫痫的临
床表现多为刻板的反复性动
作，常伴有异常的眼球运动，如
果婴幼儿出现规律的点头、蹬

腿、伸胳膊等肢体动作，也可能
是癫痫发作，家长要引起重视。

牛海峰提醒，暑假到了，家
长不要就把孩子关在家里长时
间看电视、玩电脑，长时间使用
电子产品也容易诱发癫痫，“癫
痫是因神经元异常放电所引起
的，电脑、电视、游戏机等荧屏
强烈的闪光的刺激，可以引起
神经细胞的异常兴奋，这种兴
奋就是诱发源，会引起神经元
异常放电，从而导致癫痫发作，
建议看电视等电子产品不要超
过半小时。”

小谢是城区一家医药公司
的员工，去年通过见习基地招
聘进入公司工作。

一年过去，她已经成为其
中一家门店的经理。毕业后直
接到民营企业工作，她的选择
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见习期间，除了按时发放
生活补贴，公司还经常举办业
务培训，让员工个人能力得以

较快成长。“而且在这家公司发
展空间比较大，这是其他岗位不
可比拟的。”经过一年的锻炼，小
谢觉得自己长了不少见识。

济宁市从2009年实行就业
见习基地计划，目前已有160余
家企业申请设立见习基地，至
今累计招生6000余名见习生。

“去年济宁正式出台见习
生管理办法，见习生见习期满

合格的留用率提至70%以上，目
前有的企业已经到100%。”济宁
市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见习基地计划本是缓解大学生
就业的一个途径，较高的留用率
受到不少见习生的欢迎。

然而，仍有不少毕业生不
了解见习生具体政策，让企业
和人才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都
比较无奈。

这名工作人员建议，不只
是见习基地招聘，包括普通企
业招聘时，如果看到合适的岗
位，求职者不能只关注表面的
条件，而更应注重个人职业生
涯规划。经过见习，能让没有工
作经验的毕业生在工作和生活
方面都能得到较大的提升，这
是求职者人生经历中最不可或
缺的。

在招聘会期间，因为少有
人前来咨询，不少招聘人员只
能相互聊天打发时间。直到招
聘会结束，桌上的见习基地政
策宣传材料还有厚厚一摞。

山东安能输送带橡胶有限
公司是市属见习基地之一，此
次前来招聘18名员工，包括化
学分析员、人力资源专员、办公
文员等8个职位。当日上午11点

多，看着不再有人前来，该公司
招聘主管杭先生和一旁的鲁抗
集团的招聘负责人商量着结束
此次招聘。

“一上午就13个人报名，大
多是应聘办公文员、人力资源
管理岗位。”杭先生介绍，公司
位于兖州华勤工业园，不少求
职者一听说地址，就不再细问
别的具体情况，即使公司每天

有班车接送。
虽说是见习期为一年，杭

先生告诉记者，凡是通过招聘
的人员，上班后即按正式员工
待遇，同时给缴纳五项社会保
险，并不只是严格的执行一年
见习期。

即便如此，因为对政策不
了解，且不愿深入了解，见习基
地的招聘并不特别理想。该公

司从2012年被批准设立为高校
毕业生见习基地，至今已陆续
招聘了几十人，除了个别人员
选择离开，其他见习生试用合
格后都留用了。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
见习基地中。济宁市诚信大姐服
务中心招聘118名见习生，是本
次招聘中人数最多的企业。然而
最后报名应聘的还不足十人。

28日上午9点，招聘会刚开
始，就有众多求职者入场寻找
合适的工作。这场大型综合招
聘会，吸引了包括销售、餐饮、
技工等多种行业前来。

为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
济宁市人才服务中心特地组织
了13家市属见习基地(企业)在
场外专区参与招聘，这些企业
提供了420个岗位。和大厅里其

他招聘单位的火爆不同，到见
习基地(企业)展位前咨询的求
职者一直不多。一上午过去了，
个别企业的求职登记表上仅留
下10多个名字，其余的报名者
不足10人。

在大厅里浏览一圈，求职
者孙豪来到见习基地招聘专
区。然而他只是看了几眼招聘
海报，就转脸离开了。计算机工

程专业毕业的他，除了熟练地
掌握计算机维修技术，还积累
了不少JAVA语言编程知识。
尽管现场有三家见习基地(企
业)招聘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毕
业生，但也没留住孙豪的脚步。

“我想找份立刻能上岗的
工作，实在等不了一年的见习
期。”谈及离开的原因，孙豪这
样解释。

在现场记者看到，和孙豪
持相同态度的不在少数，他们
大多只是路过，并没有与招聘
人员过多的交流。

另一位毕业生于蕾在姐
姐的陪同下找工作，当看到
见习基地4个字时，忍不住自
问到底什么是见习基地，是
不是和实习类似，见习完还
得再找工作？

28日，济宁市人才市
场举办大型综合招聘会，
近200家企业到场招聘。
除了普通招聘，还有13家
市属见习基地(企业)前来
纳贤，这些企业提供了
420个岗位，且多数要求
专科学历。然而，最终报
名者只有百余人。对见习
生政策不了解，以及无法
接受长达一年的见习期，
是造成见习岗位遇冷的
主要原因。

本报记者 贾凌煜

见习生一年成公司门店经理

计划招118人报名者不足10人

搞不清见习的实质扭头就走

见习基地 (企业)摊位
前，求职者较少。

本报记者 贾凌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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