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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普遍有这样的感
受，家有孩子上学，家长比孩子
还累。其累的原因是没有抓住
孩子成才的关键因素——— 注意
力。

根据笔者近30年研究实践，
注意力水平高的孩子就能考高
分，是因为在正常课堂教学情况
下，注意力集中，得到的知识印

象清晰，记忆牢固，进而形成举
一反三的思维能力。

反之，注意力有缺陷，造成
孩子看、听、想和思考不能同时
进行，导致从精神到行为总是慢

“半拍”，接受新知识不全面，知
识欠缺累积成堆。即使老师和家
长在课后再做什么努力，往往是
事倍功半，并且侵占了学生大量

的课余时间，使全面发展受到限
制。

孩子学习有问题，很可能就
是注意力的问题。中国优生优育
协会的抽样统计表明，在我国
660座城市中，75%的儿童存在注
意力问题，更可怕的是约有27%
的儿童非常严重，甚至无法完成
学业。

注意力不集中不但会耽误
孩子学习，还会影响将来升学和
就业。从医学上讲它是一种儿童
多发病--注意力缺陷多动综合
症 ，俗 称 多 动 症 ，英 文 简 称
ADHD，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纠正
可能会造成品行障碍、焦虑障
碍、情感障碍，严重的会造成孩
子心理扭曲，甚至导致精神异

常。
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一般

会有以下表现：好动、稳不住，做
事拖拉磨蹭、做作业粗心马虎、
情绪不稳定易急躁、不喜欢持续
用脑思考问题、上课不能专心听
讲易走神、东张西望小动作多、
看电视玩电脑成瘾等。咨询电话
0635-8265809

警警告告：：挽挽救救孩孩子子的的注注意意力力刻刻不不容容缓缓

本报聊城4月22日讯(记者
刘云菲) 本报报纸、微信公

众平台、网站“三位一体”大型
立体综合招聘会活动启动报名
后，赢得了许多企业和求职者
一致好评。很多求职者想通过
本报想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一
位孙先生就想通过本报找一份
食堂餐厅的厨师工作。电话：
13963575918。本报大型招聘平
台具有海量信息，求职者可以
登 陆 本 报 网 站
(liaocheng.qlwb.com.cn)。本报
网站还能免费为企业刊登招聘
信息，咨询电话：18663007011。

孙先生拨打本报求职热线

称，他在聊城一些单位的食堂
做厨师有十多年的经验，现在
想找一份厨师工作。每月工资
在3000元左右，在聊城市区，最
好是开发区或高新区。“找工作
很难，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找，
你们这个活动真好，有了这个
平台就容易多了。”

聊城一家企业说，每到这
个时候，他们就为招聘犯愁，有
了这个平台后，他们和求职者
交流起来更方便了，“聊城就缺
少这样范围广，专业的平台。

本报大型招聘活动，在本
报网络上免费为企业发布招聘
信息，企业可以拨打电话订制。

同时，开设名企开放日活动，本
报记者将走进企业免费介绍企
业形象，让更多求职者了解企
业。此外,根据企业需要，本报
将组织专业视频制作团队，为
企业免费制作招聘视频，同步
免费发布在网络平台上，让更
多的求职者第一时间了解企
业，与企业面对面交流。

活动期间,本报还将免费
发布求职者真实信息,免费为
求职者做简历、推荐工作。为了
保障求职者能迅速找到满意工
作,本报将邀请市人社局就业
专家进行劳动政策咨询互动指
导 ,为求职者找工作支招。此

外,本报将邀请知名培训学校,
为求职者提供技能免费培训服
务。

同时,本报将安排多次专
场招聘会,为企业和求职者搭
建最为广泛的交流平台。齐鲁
晚报·今日聊城报纸版面将同
步开设专版进行新闻报道、齐
鲁晚报·今日聊城微信平台将
开设专栏为求职者提供互动平
台。企业招人、求职者找工作,
还在等什么,继续来报名参与
吧!欢迎关注本报求职QQ群：
422741910。报名咨询热线：
1 8 6 6 3 0 0 7 0 1 1 。本 报 网 站
(liaocheng.qlwb.com.cn)。

本本报报海海量量招招聘聘信信息息助助你你找找工工作作
求职者可登录本报网站查看相关岗位信息

个人履历表是最重要的
自我推销工具。履历表是企
业人事主管对你产生好的第
一印象的关键，如果有一个
理想工作值得你去争取，履
历表就应该好好研究、撰写。

搜集履历表必要资料，
并有条理列出。在履历表的
格式上，有无工作经验的人
就不尽相同。刚出社会的人
的资料包括个人资料、个性
优势简介、学历背景、社团经
验与经历、荣誉、特殊技能与
训练、参与过的活动、推荐人
等。有工作经验者的资料则
包括个人资料、经验与优势
简介、工作经验、荣誉、特殊
技能与训练、参与过的活动、

推荐人、学历背景等。
突出你的才能与技能。

先了解想要求职的企业的背
景、工作内容、企业文化，并
将自己在教育背景、经验或
技能等，能够吸引企业雇主
的优势突出出来。强调个人
的优点、成就与能力。在自己
的教育背景、社团经验或工
作历练、荣誉、特殊技能与训
练、参与过的活动等经历上，
强调有符合企业需求的个人
优点、成就与能力。

运用简明清晰格式，以
便快速、清楚阅读。以点列
式、表格、粗体字及副标题等
方式，让雇主能够快速且清
楚地了解你的资料，同时也

展现出了你的组织能力。
不超过两页为宜。履历

表的页数以不超过两页为
宜，所有的项目应以时间发
生先后的倒叙法列出，并且
在叙述内容上，文字应该精
简有力。

准备一页具个人特色的
求职信。在履历表最前页，附
上一页求职信，表达你对该
企业某一职务有兴趣，然后
简单的介绍自己的学历背景
与工作经验，并简列出人生
规划重点。这个动作可以让
雇主在浏览履历表时，能够
立刻了解你，同时也突出了
自己的优势。

强化未来目标与人生规

划。个人的未来规划与企业
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否能够符
合，也是企业雇主在求才时，
非常关心、重视的部分。许多
雇主不仅重视应征者的经
历，也同样注重人生规划与
目标订定。

每年最少两次定期修正
履历表。随时上网更新履历
表，或是每年最少两次定期
修正，将能确保你在网络上
的履历表保持最新状态。若
资格不符，等待适合工作机
会。若有资格不符的职位，可
以主动以电话和e-mail询问
该职位所需求的条件与要
求，并等待适合的机会。

本报记者 刘云菲 整理

小链接

教你几招如何填写网上简历

为迎接4月23日“世界图书日”的到来，聊城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大学生在图书馆举办了“淘出满园书香”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图书索索引
游戏、查找图书比赛等方式，宣传书籍的重要性，让大学生学会借阅书刊，增加对图书的认识和乐趣。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孙善旭 摄

淘淘淘淘出出出出书书书书香香香香

本报聊城4月22日讯(记者 张
超) 据悉，截至2015年3月底，全市
农户家庭承包土地流转面积达
159 .38万亩，占农户承包土地总面积
的21.89%，比上年增加7.62万亩。

近年来，聊城市鼓励引导农
民将土地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
等新型经营主体有序流转，发展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据统计，全
市形成50亩以上规模经营主体
4076个。规模经营土地面积达到
6 7 . 2 3 万 亩，占 流转 总面积 的
44 . 45%。成方连片的规模化经营，
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全市农村土地流转总量中，
农业企业占15 . 23%，农民合作社占
19 . 76%，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占
6 . 77%。农户之间流转面积在流转
总面积中的比例由以前的80%以
上，下降到目前的57 . 9%，农业龙头
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
业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逐渐成为
农村土地的经营主体。

据了解，土地流转产业较为集
中。聊城土地流转主要集中在粮
食、蔬菜产业，占73 . 95%。全市150多
万亩流转土地中，从事蔬菜生产的
25 . 07万亩，占16 . 52%。截至2014年
底，全市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家庭农
场334家。到今年3月底，全市家庭农
场已达414家。三个月的时间，家庭
农场增加了80家。

目前，聊城蔬菜生产已初具
规模，多茬种植、立体种植、间作
套种模式已处于成熟阶段，茬口
搭配趋于合理，蔬菜品种上市期
分布趋于合理。

为搭建产销平台，2014年莘
县举办了第三届中国(莘县)国际
瓜菜节，与50多家大型超市、市场
签订了60多份直供、直销协议。而
且，市农委组织蔬菜重点县参加
中国蔬菜产业大会，推介聊城市
蔬菜名优特品牌，为蔬菜产销搭
建对外交流平台。

聊城家庭农场
已超400家

本报聊城4月22日讯(记者
李军) 21日，莘县召开全县深化
道路交通"平安行·你我他"行动
暨黄标车治理淘汰工作推进会
议。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14年莘
县共淘汰黄标车1323辆，占治理
淘汰任务的79 . 43%。

去年以来，莘县各级各部门
齐抓共治、多措并举、攻坚克难，
道路交通"平安行·你我他"行动
和黄标车治理淘汰工作取得明显
进展。市政府在莘县召开了全市
深化道路交通"平安行·你我他"

行动暨整治机动车"四非"问题现
场推进会，全面推广莘县道路交
通"平安行·你我他"行动经验做
法，县政府被市政府评为全市道
路交通"平安行·你我他"行动先
进县。公安、环保、交通、商务、财
政等部门树立"政府领导、部门协
作、全民发动，积极推进"的工作
思路，加强协作、联合推动，综合
采取宣传引导、淘汰补贴、限行管
理等措施，依法综合治理。

莘县去年淘汰
1323辆黄标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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