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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小记者暑期夏令营”即将开班！
全国知名记者张刚等一线文字记者摄影记者亲临授课指导

目前，长清区很多现房房产或住宅
楼处于“商业烂尾楼”和“休眠房”的地
步，由于缺乏地域经济的强大支撑，这些
没有发挥本身价值的巨量房产，处在逐
年贬值的境地。不仅实现不了业主当初
的置业初衷，还有可能带来更大的运营
和维护成本支出。

现在不同了，齐鲁晚报长清编辑部
推出服务，为这些“暗投明珠”发掘价
值，实现“自我”！

如果您单位有闲置未出租的店铺
房产，有准备外租的楼堂馆所，有闲置
的住宅楼宇或单元，请联系我们，我们
将为您提供全方位楼房代理服务，无论
是外租代办还是销售推广，拥有强大读
者群、影响力和策展能力的齐鲁晚报，
将为您的闲置资产，最大限度地实现其
保值和增值！

为此，我们将在每周推出相应版面
予以介绍，同时，我们将组织“长清价值
洼地房产济南推介会”，待租售房产网络
图片或视频展示，全方位予以推介。

如果您单位有闲置房产、店铺、楼
宇、住宅，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提供详细
信息，我们安排人员上门核实位置、采集
图片、洽谈服务合同。我们的电子邮箱
是：jntdk@qq.com，电话联系方式是：
13969114563，13589019953。请注意，因为
本报编辑部业务繁忙，请将合作意向首
先发到邮箱，我们会安排人员联系业主，
谢谢。 齐鲁晚报长清记者站

齐鲁晚报推出

楼房保姆服务
现诚征合作单位一起为

长清房产价值的实现竭尽心力

如何让孩子拥有高度的社
会责任感，拥有成熟心智的写
作能力？

如何锻炼孩子的认知力和
新闻敏感性，养成独立收集信
息和归纳信息能力？

如何让孩子有国际认可的
社会实践技能，全面了解和掌
握新闻的采访、写作、编辑、办
报和摄影基本知识？

齐鲁晚报“小记者暑期夏
令营”为您提供绝佳机会！

“小记者暑期夏令营”主要
授课方式：课堂教学与新闻实
务具体操作相结合。

第一天：开营仪式，由全国
优秀新闻工作者、山东省人大
代表张刚亲临授课，面见小记
者并实际授课，主要讲述新闻
采编常识和技巧。

第二天：由本报知名摄影
记者亲临授课，讲述摄影器材
基本知识，新闻摄影入门知识。

第三天：由本报长清记者
站记者编辑与小记者见面，形
成师徒结对关系，辅导新闻写
作，建立社区小记者团队。

第四、第五天：实地采访企
业、景区、社区等单位。由本报
长清记者站记者带队，实地安

排专题采访或摄影。
第六天：本报长清记者站

资深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就学
员的现场采访习作进行课堂点
评和批改，提高学员写作和采
编摄影技巧。

第七天：由晚报记者带队，
参观新闻大厦和本报印刷厂，
实地探访本报记者工作环境、
工作流程，了解和掌握报纸出
版过程。

第八天：结业仪式，本报向
小记者发放社区小记者证书。
优先采用小记者采访的社区新
闻等。

班额限制：每期一班，每班
限30人。

招生对象：在校小学生
收费：每名学生600元
开课时间：报满20人即开班
上课地点：长清城区，另行

通知
报 名 及 咨 询 电 话 ：

13589019953，13969114563。
注：报名者还可以获得新

远大教育其他课程的赠送或优
惠，详见报名点海报。已拨打电
话报名者，请等候通知。

本报今日长清编辑部
新远大教育

附：齐鲁晚报记者张刚简介

张刚是齐鲁晚报培养出来
的一名踏踏实实做新闻的知名
记者、胡同记者。现在是齐鲁晚
报“张刚工作室”负责人。

“当记者，就要像张刚一
样踏踏实实，贴近百姓生活和
现实社会，不浮夸，不浮躁。”
2012年5月19日，中央及省内
各大媒体刊登全国优秀新闻

工作者、山东省人大代表、齐
鲁晚报记者张刚的事迹后，引
起各方反响。

继新华社播发有关张刚
典型事迹的长篇通讯后，人民
日报以《胡同记者平民情———
记齐鲁晚报社区记者张刚》为
题，大篇幅报道了张刚及张刚
大 篷 车 团 队 的 感 人事迹 ，同

时，《中国青年报》以《“胡同记
者”张刚：转念天地宽》为题，
对张刚在社区采访工作中不
断创新、始终超越的精神给予
高度评价。其他中央媒体及省
内主流媒体也都集中报道了
张刚的事迹。

更多详情，请搜索 齐鲁晚
报记者 张刚

科目 授课时间 课时 限额

未来星少儿英语 暑假 15课时 20人、班

新巧手酷酷书法班 暑假 30课时 20人、班

新名仕墨墨绘画班 暑假 30课时 20人、班

新思路创意作文班 暑假 15课时 20人、班

小升初衔接班 暑假 15课时 20人、班

附：新远大教育假期培训课程

饭店服务员、商品导购员、超市收银员……

大学生假期的“职场演练”
文/片 本报记者 陈伟 见习记者 贾文圆

每天工作10个小时

客人面前“低声下气”

8日，烈日当空，气温达到35
摄氏度。在长清大学科技园的商
业街一家礼品店里，商品导购徐
莹正在帮助顾客挑选礼品。

徐莹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的
大三学生，平时学校里的课业不
多，她也就成了兼职打工一族。

“大学生缺少的并不是知识，也
不是钱，而是工作经验以及为人
处世的能力。我以后想做市场营
销，兼职做导购员，希望对我以
后的职业有所帮助。”

大学生马新雨目前在商业
街一家德克士店内做服务员，每
天的工作就是帮客人点餐、收拾
店面等杂活。尽管工作挺辛苦，
每天需要在店里工作10个小时，
但是与各种客人接触让他的生
活变得有所不同。

马新雨说，有时候碰到一
些难缠的客人，自己还要赔礼
道歉，忍气吞声，但是这些经历
会 对 自 己 以 后 的 人 生 帮 助 很
大，毕竟什么事情都不会一帆
风顺。

工作态度好热情高

团队精神还得磨练

说起大学生做兼职，徐莹打工
的礼品店老板姜女士告诉记者，相
比原来放假就回家的情况，如今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假期打工，赚
些钱补贴生活。“大学生工作态度
好，有热情，懂礼貌，很独立，总体上
还让人满意，但是有些大学生缺少
锻炼，不太能吃苦，做个兼职可以，
要是假期里连续工作一个月，对他
们来说有些为难。”

一家超市负责人刘先生介绍，
大学生是兼职的主力军，对待工作
的态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学习能

力强，即便接受一个崭新的工作岗
位，也能在短时间内独当一面。

“但是大学生缺乏团结能力，工
作和学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工作中必须要团结同事，还要通过
团结，变得有吸引力，让同事能主动
聚拢在自己身边。只有这样，无论是
兼职还是正式工作，大学生工作起
来才能得心应手。”刘先生说。

提前做好职业规划

找工作时少走弯路

据了解，山东建筑大学的毕
业生就业率已经连续8年保持在
90%以上，毕业生工作后也受到用
人单位的认可。

学校就业指导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学生一入校，学校就进行职
业生涯规划教育，以职业生涯规
划大赛为重点，开展简历大赛、模
拟面试、就业讲座等活动，让同学
们提前了解职场氛围。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很多单
位都看好有实践经验、能吃苦耐
劳的毕业生，这要求大学生在走
进大学校门的时候，就要确定自
己的职业规划，在大学4年时间
里，按照自己的规划，将自己的某
一方面优势放大，同时将缺点缩小。

“一旦具有了优势，就会在职场竞争
中处于有利位置，而且随着大学毕
业生越来越多，实习经验也成了企
业看中的一个能力。”

长清区卫生系统

招聘60名工作人员
报名时间7月17日、18日

纪检部门全程监督

本报7月11日讯 (记者 陈
伟) 10日，记者从长清区了解
到，2013年长清区卫生系统事业
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
员正式启动。本次共有50个岗
位，招聘60人，如最终确定的应
聘人数达不到计划招聘人数3倍
的招聘岗位，相应核减或核消录
用计划。其中招聘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的岗位，可不受比例限
制。

本次招聘报名采取现场报
名、现场认定、现场收费的方式
进行，报名时间为2013年7月17

日至7月18日。资格审查工作由
招聘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并进行解释。

本次招聘考试不指定考试
辅导用书，不授权或委托任何机
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目前社
会上出现的任何以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管理机构、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命题组等名义举办的辅导
班、辅导网站或发行的出版物、
上网卡等，均与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主管机关无关。

区纪检监察部门将对整个
招聘工作全过程实施监督，具体
详情请登录济南市长清区政府
网(www.changqing.gov.cn)或济南
长清人才网(cqrc.jncq.gov.cn)。

再过几天，长清大学科技园
的10余万大学生就要放暑假了。
与大多数学生选择回家不同，一
部分人选择留下打工，或者干销
售员，或者干导购。与赚钱相比，
他们打工更想收获的是经验，想
为以后找工作提前进行一场“职
场演练”。

齐鲁工业大学的马新雨正准备外出送餐。大学生兼职，除了钱，他们更看重经验。


	E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