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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学子们，去实习为求职探路吧
本报启动“探路——— 大学生暑期实习学求职”活动，热心企业和大学生今起可报名

本报济南6月24日讯(记者 尹
明亮 宋磊) “史上最难就业季”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求职难，除了岗
位太少的“硬”原因外，学生知识结
构难与单位需求对接，也是一个重
要原因。为让大学生更好地完善自
己的知识结构，提前为求职探路，本
报将于今年暑假期间推出“探
路——— 大学生暑期实习学求职”公

益活动，组织大学生到企业实习，在
实际工作中锻炼求职就业的本领。

2013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
季”，疲惫地奔波于求职场的莘莘学
子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与
此同时，一些用人单位也在为找不
到合适的人才而苦恼。为了解决大
学生和用人单位的“两难”问题，让
大学生今天的学习和明天的求职更
好地结合起来，也让企业将“面试”
关口前移，提前发现可用之才，本报
将架起学生和单位之间沟通的桥
梁，让大学生暑假期间到单位学习
技能，感受社会，为将来的求职提前

做准备，同时也让企业通过与实习
大学生的接触，发现人才，明确人才
培养方向。

此次活动实习时间初定一个
月：7月10日——— 8月10日，单位和学
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适当
延长。实习学生主要面向在校的大
二、大三学生，凡在山东各高校就读
的学生，以及家在山东但在外地求
学的学生，能在实习地自行解决食
宿问题的，均可报名。报名时间截至
7月8日，报名请写清自己的姓名、性
别、学校、年级及班级、所学专业、意
向岗位等信息。

活动同时诚征能提供实习岗
位的用人企业，参与企业要求有
良好的社会信誉和社会责任感，
能为学生提供积极、健康的实习
岗位，实习期间能为学生提供一
定的生活补助。如果您是富于社
会责任、愿意为破解就业难尽一
分力的企业，请积极报名参与，报
名时间截至7月8日，报名请写清
企业名称、地址、岗位描述、岗位
数量、生活补助标准等信息。

自25日起，大学生和用人企业
均可拨打本报热线96706，或登录本
报官方网站www.qlwb.com.cn报名。

全科医生招聘，竟无一人报名
社区卫生中心难招到人手，医生超负荷工作
本报记者 杨林

区里组织招聘

两次招来一人

由于全科医生无人报考，市
南区取消了今年的全科医生招聘
岗位。市北区即使在全科医生严
重缺乏的情况下，也没有进行招
聘。

24日，市南区人社局公布今
年卫生系统招聘工作人员成绩，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岗位因为
无人报考，取消招聘计划。之前的
4月19日，由于部分岗位报名人数
没有达到要求，市南区人社局曾
公布了卫生系统部分岗位核减招
聘计划。其中，全科医生岗由计划
的6名核减5名，最后只招一名。

记者从市北区卫生局获悉，
市北区在今年卫生系统招聘前曾
进行过摸底，由于担心全科医生
岗位无人报考，压根儿就没有设
置全科医生招聘岗位。而市北区
已经面临全科医生严重缺乏的局
面，市北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目前有全科医生编制300余个，
实际只使用了不到100个。为了缓
解全科医生燃眉之急，市北区今
年采取了先招进10名大学生，经
过转岗培训再转为全科医生的办
法。

青岛全科医生招聘遭遇“滑
铁卢”已不是第一次。今年已经结
束的青岛市事业单位招考临床医
学本科生到乡镇卫生院当全科医
生中，计划招聘240人仅有90人报
名，其中还有24人缺考，2人成绩
不合格，只有64人进入面试资格
审查。

医生打着吊瓶

还得给人看病

今年6月至9月，青岛市卫生
局要求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
务时间延长到晚8点。延时服务以
后，延安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夜班需要大夫、护士、药房和收
银各一名，大夫从8：00干到20：
00，干一天休息一天。中心主任张

春红介绍，实际大夫经常无法休
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大
夫看病，医护人员的休息时间只
能先欠着。

延安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仅有4名全科医生，55岁的张淑
娟和60岁的秦巧莲是绝对主力且
均为返聘，还有一名中医和一名
刚考进来的大学生。由于全科医
生少，秦巧莲生病的时候也不敢
请假，经常一边打着吊瓶一边给
患者看病；张淑娟有几次在上班
途中心脏病发作，服了药物缓解
病情后，坐在路边休息一会儿再
来上班。

按照国家要求，每万名居民
要配备2至3名合格全科医生。延
安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4
名医生，要面对辖区2 . 7万名居
民。中心单日门诊量已达到250至
300人次，2012年全年门诊量9万
余人次，比属于二级医院的市南
区 人 民 医 院 2 0 1 2 年总诊疗量
63628人次还要多，但如此多的病
号仅由4名全科医生来看。

驻豫东某防空旅

七名山东兵受奖

本报济南6月24日讯 (记
者 尹明亮) 22日下午，在
济南军区驻河南商丘某防空
旅，一场“神箭标兵”表彰会正
在举行，来自山东的7名士兵
因表现出色成了会场中一抹
亮色。

“在军营待了七年，这也
算是的一种认可吧。”老家沂
南的邹家文1988年出生，现是
连队里的代理排长，是不折不
扣的老兵了，在军队的多次比
赛中屡创佳绩，双脚因此也长
期带着伤病。“有时候也很疼，
但可能是咱山东人都比较好
强吧，尽管有伤，但训练就得
做得最出色。”邹家文告诉记
者。

在受表彰者中，分别来自
日照和菏泽东明的王允虎和
王慧敏都是1997年入伍，王允
虎和王慧敏16年的军龄在这
支部队里已是屈指可数，虽已
不在军事训练的一线，但两人
在自己的工作中同样做得十
分出色。曾参与1998年抗洪，
如今负责军营绿化维护工作
的王慧敏谈起自己的军旅生
涯，仍一脸的兴奋。而从炊事
班到炮兵、通讯兵，最后又回
归炊事班的王允虎说起16年
的部队生活也眯起了本就不
大的眼睛。

来自威海乳山的张晓峰
和刘超，来自烟台招远的马清
扬，来自聊城的阮树路，作为

“神箭标兵”，也都是部队中各
自专业的佼佼者。入伍8年，两
次立功，从“优秀士兵”到“优
秀士官”，各种荣誉无数，但身
在他乡，张晓峰依然想着家
乡。“在外当兵，就不能落在别
人后边，总不能给家乡丢脸。”
张晓峰说。

受调水调沙影响

我省浮桥全拆除

本报济南6月24日讯 (记
者 孟敏) 24日8时，黄河小
浪底水库下泄流量4150立方
米/秒，调水调沙大流量已进
入我省，水势基本平稳。目前
省内53座浮桥已全部拆除，黄
河三角洲生态补水正式开始。

据了解，24日8时，黄河小
浪底水库下泄流量达到4150

立方米/秒，省内黄河高村站
流量也涨至3410立方米/秒。
调水调沙以来，截至24日8时，
我省累计引水1 . 12亿立方米，
引沙4 . 09万吨。为确保行洪畅
通，我省黄河53座浮桥全部拆
除。截至6月23日，山东河务局
调水调沙累计投入机械设备
710台班。

同时，利津水文站流量达
到2100立方米/秒，清水沟流
路自然保护区具备过水条件，
现行流路南岸1号闸和2号闸
当日先后开启，标志着2013年
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正式开
始。

目前，山东河务局已全面
进入防汛临战状态，严格执行
防汛值班、带班制度，密切关
注水情、雨情、工情，做好水情
观测和工程巡查，做好各项抢
险准备工作，一旦出现险情立
即投入抢险，确保调水调沙顺
利进行。同时编制了补水方
案。

吸毒人员，年轻人占到八成
我省昨日集中销毁181千克毒品

本报济南6月24日讯 (记者
王倩) 6月24日，山东省公安厅在
山东腾跃化学危险废物研究处理
有限公司开展集中销毁毒品行
动，将近几年全省公安机关缴获
的海洛因、冰毒、杜冷丁等十多种
共计181千克毒品进行无毒害集
中销毁。

24日上午，在山东腾跃化学

危险废物研究处理有限公司厂房
内，几个塑料箱内装满了密封好
的袋子，展示台的标签显示，这
些袋子内装的不是一般物品，而
是警方缴获来的海洛因、冰毒、
杜冷丁等毒品，几名手持枪械的
防暴警察守护在展示台前。经过
清点之后，由民警与公司员工一
起将装有毒品的塑料箱子带至

处理车间，将181千克毒品进行
无毒害集中销毁。

据山东省公安厅缉毒总队
政委邵浩浩介绍，截至6月13日，
全省公安机关共破获毒品犯罪
案件1120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
人1599人，缴获各类毒品折合冰
毒共计117 . 7千克，同比分别上
升62 . 08%、56 . 30%和228 . 77%。

本次销毁的181千克毒品是近几
年来全省公安机关缴获的部分
毒品，相关案件都是法院已经终
审完结的。

而根据公安机关的统计，我省
吸食毒品人员中，35岁以下青少年
的比例占到了80%，女性吸食的比例
占到了20%。省内查获的吸毒人员
中，岁数最小的仅为13岁。

由于无人报考，青岛市

南区近日取消了今年的全

科医生招聘计划。招不进全

科医生，不少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医生不足且“老的老、

小的小”，社区医生有病不

敢休息，有的大夫生病时不

得已自己打着吊瓶看病号。

待遇、职业晋升等方面和大

医院医生的巨大差距，让全

科医生岗位对年轻人失去

了吸引力。

在青岛一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内，一名全科医生正在给病
人看病。 本报记者 杨林 摄

同样学历“干全科”

收入不到大医院一半

目前在山东还没有全科
专业毕业生，这是全科医生难
招的一个原因。此外，全科医
生待遇过低也削弱了它的吸
引力。李晶(化名)是青大医学
院研究生，她说，全科医生属
于“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
不了”，需要什么病都会看，医
学院的学生无法学得很全面，
即使走上全科医生岗位也容
易出医疗事故。而全科医生的
待遇又与医院医生相差悬殊。

全科医生评职称难也让
从业者不安。硕士学历的张磊
(化名)在社区做全科医生，他
在医院工作的硕士同学已是
副高，而自己连中级都不是，
而医生待遇和职称挂钩，他目
前各项加起来才拿3000多元，
收入连同学的一半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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