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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的大连大学中心体育馆格外热闹，

一年一度的秋季双选会如期而至。上午 9 点左

右，体育馆门口就聚集了很多身穿正装，手里还

抱着一沓资料的毕业生，他们或仔细整理着装，

或严肃查看时间，又或是观察门口竖立的公告

牌，期待着未来的自己。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关于未来

的就业方向，他们有话说。

“热门”=好找工作？

就业对一个人来说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它

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不仅仅是一个选择，

更意味着人生的方向。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好职业，所以都希望读

一个好专业，这样在就业的时候压力就能小一

些。因此“热门专业”应运而生，就业前景广

阔、竞争压力小、收入高等都成了热门专业的标

签。可是，热门专业真的这么好吗？

对于这个问题，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应届毕

业生詹璐深有体会。作为如今最热专业之一的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被许多人看好，广阔的就业市场

和良好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批考生，促使专业蓬

勃发展。这么一看，当初报考时别无选择的詹璐

同学好像误打误撞地拿到了金饭碗。

但是“香饽饽”的酸甜苦辣，只有本专业的

人最能体会。

收入高，要求也高。作为一个待遇相对较高

的行业，对汉语国际教育从业者的素质要求也往

往比其他职业高。首先是对于语言的要求，这个

专业的服务人群主要面向外国人，仅仅掌握一门

英语是远远不够的，学习第二外语、第三外语也

都几乎成了硬性要求。其次是对证书的要求，特

别是今年一大批职业资格证书被取消，汉语国际

教育资格证书的含金量可以说是更高了不少，詹

璐同学最近也在为考取这个证书而努力，因为只

有考取了这个证书才意味着有出国当教师的资

格。更为重要一点就是对于学历的要求，很多本

专业的学生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出国机会，学历

可以帮助你提升一个高度，“如果想去好点的发

达国家还得考研上个高度”。

热门专业也面临选拔的难题。每个行业都是

秉持着择优录取的原则，每个求职者也都在力图

给自己增加竞争的砝码。詹璐今天并没有去秋季

招聘会，不是说她并不重视就业，而是说她希望

自己能够更进一步地学习，获得一个更高的学位

是她的长远打算。詹璐透露说，先不说能不能去

到自己喜欢的国家，能不能出国其实都是一个非

常大的问题，选择深造说的通俗点其实就是给自

己“镀金”，为自己在激烈的人才竞争市场夺得

一席之地。

汉语国际教育的意义更为深重。这个专业最

终是要走出国门，展现我国风采，是国与国交流

的桥梁，“如果将来有一天有机会到国外教学，

一定要时刻记得，你一个人代表的是整个国

家。”这是詹璐给学弟学妹的忠告。这个时候，

你肩负的不仅是你个人的理想，更有着一份国家

责任的重量。

“你只看到天鹅多么优雅地浮在水面上，却

没看到它在水底多么拼命地划水。”成为什么样

子是由自己决定的，是你塑造职业，而并非职业

塑造你。 学生记者慈爱迪

工作，我要自己选择
环化学院高材141班的封洪豪也是芸芸毕业

生中的一员，他今天一共准备了四份简历，和朋

友一起来到了双选会现场，他认为不能盲目的投

简历，决定投完这几份简历就离开。他的专业是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浏览了整个会场一圈，专业

对口的公司寥寥无几，反而专业不限的工作不计

其数，望着整个热火朝天的会场，他决定把投简

历的对象放在销售的工作上。

这个决定当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私底下认

真斟酌过的。大一，很多时间不属于自己，在各

种会议和社团活动中辗转沉浮。到了大二，由于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位技术过硬的朋

友，他对朋友设计的产品很感兴趣。于是，他们

俩一拍即合，一个负责技术研发，一个负责销售

产品，一直合作到了现在。这几年来，由于经常

推销产品，他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

前的他是内敛羞涩的，但是，通过和各种各样的

人交谈，他变得开朗外向。到现在，他觉得自己

是适合做销售工作的，即使刚开始由于兴趣使

然，才偶然进入销售行业。三年过去了，他也总

结了一些经验：“销售关键需要良好的产品和优

秀的推销者。作为推销者，需要揣摩顾客心理，

推测对方的关注点。同时，也要有一个外向的性

格，才能更好地与顾客交流。”因此，他觉得现

在的自己很适合做销售这份工作。

其实，他本想把投简历的重点放在与专业相

关的销售岗位上，由于这方面的工作岗位很少，

而且自身能力有限，不得不转移目标，所以今天

才向“链家”投简历，选择这家公司一方面，它

在同一类型的公司中很有竞争力，并且有销售岗

位；另一方面，这个公司有很多分公司，这也方

便他以后回家发展。到目前为止，这家公司是理

想的选择对象之一。

从专业方面来说，封洪豪更应该考研深造，

不过，他本人对考研没有浓厚的兴趣，也并不适

合沉浸在紧张的考研氛围里。他希望自己能心想

事成，找到一份理想的销售工作。

双选会上有上百个企业，可能有的企业门庭

若市，有的却冷清非凡。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

人，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

学生记者黄凤林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我是来自机械工程学院物流 141 班的王静

哲，今年五月我和同院同级的关硕一起创立了

“大连睿铧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目前主要从事计

算机二级等级考试培训，教师资格证培训，英语

四六级培训等教育类培训。现在我们正在准备考

研培训，其他培训还在火热报名中。目前国二培

训报名170人，教师资格证培训报名30人， 英语

四级培训报名30人。

我的创业之路充满艰难，但我最终还是选择

了一步一步坚持，最后有了现在的坚定。

我做的是教育培训类，之所以接触这一行完

全是偶然，又或许是某种必然。当时我在给一家

教育培训机构做代理，拿提成，算是我的一份兼

职。慢慢地，时间一长，做的越来越熟悉，对这

一行有了解之后就想和同学一起做了。

当时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在给小学的

学生做学习辅导的工作，对这一行也有一定的了

解，我们一拍即合。

但是等到自己真正去着手准备时才发现事情

并不简单。创业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去落实，比

如自己公司的文化，经过反复斟酌之后，我们公

司的名字是“睿铧教育”，睿是聪明睿智的意

思，铧是辛勤耕耘的意思。复杂又繁琐的准备工

作做完之后，我们开始走班宣传，这是我们走出

去的第一步，却也是最难的一步。我们带着满腔

热血和各学院的负责人联系，请他们给我们一个

宣传的机会，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我们遭到了

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一个

学院宣讲，我们一个晚上讲了4场，每场20分钟

左右，可到最后却没有一个人报名。无奈、难过

使我们一度想要放弃，但心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在

告诉自己坚持、坚持、坚持。更好或者更坏都没

关系，因为这件事情与结果无关，这件事情只属

于我和时间。

虽然满腔的热血会遭到冷漠的回应，一次又

一次的受挫会打击我们的自信心，但这期间也不

乏让人感动的事情，比如学校对我们的支持，给

我们提供办公室等；比如家人、朋友无条件的支

持与理解，尤其是和我一起创业的伙伴给我的动

力，；比如在宣讲的过程中，台下的同学们带着

一种好奇的眼神看着我们，当我们讲到精彩之处

时，他们会送来鼓励的掌声，耐心为他们解答疑

惑后的一声“谢谢学长”也能让人倍感温暖。

我要把这些感动好好珍藏，一路的艰难险阻

我用感动去化解，艰难里坚持着我们的坚定。

学生记者欧籽彤

双选会，我又来了

来自市场营销专业的 14级应届毕业生岳婷

婷，在大学期间第四次踏入了双选会的现场。

企业井井有条地布置在两旁，身着正装的学

生们在场内来回穿梭，手里都拿着自己的简历。

相似的场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感受。大二大

三时，作为人生规划协会工作人员的岳婷婷内心

还怀揣着一份新奇，但当时间飞逝，匆匆来到大

四时，她参加双选会的心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仿佛入了镜头的人，需要考虑到每根发丝，每个

动作，好像唯有这样才能显出自己郑重其事的态

度。

就业绝不是大四一年的事。对于有些人而

言，大学四年是一场停滞不前的等待，而对于另

一些人而言，这四年时光是他们人生中成长的最

快的一段时间。经历了前期的迷茫，岳婷婷在大

三学习专业课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目标。那就

是从事与互联网相关或者电子商务类的工作。

为了实现自己这一目标，她在暑假期间踏上

了去往北京的征程。在此之前，她不确定自己是

否有足够的能力，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心目中理

想的实习工作，这一趟旅程完全是一次未知的尝

试。投简历，面试，投简历，面试，不得不说这

一轮轮的重复是对人自信心的打击，滴滴，京

东，去哪儿网，这忐忑又糟心的过程让岳婷婷意

识到自己的不足，但让她感到高兴的是，最后她

成功获得了在去哪儿网实习的机会。这一次经历

对于她而言，是相当珍贵的经历。敢于尝试，不

要认为自己的学校没有竞争力，更不要过早地对

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下结论，这是她从这次经历中

获得的宝贵经验。

其实岳婷婷在此之前就已经拿到了华润雪花

啤酒的offer，但对于她来说，不是自己想要的等

同于没有。于是在周五双选会这一天她特地来到

了现场，想要和一些较好的企业面对面地沟通交

流。

目标和现实之间总会存在差距，如果我们不

坚定地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现实就会一而再再而

三的使我们屈服，而岳婷婷让我们看到，重要的

不是目标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而是我们是

否有勇气去追逐自己的目标。能力是一方面，勇

气却是前提。正如岳婷婷一般，我们每个人都应

该勇敢地朝目标处前进！

学生记者陈颖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2017年 10月 20日，晴，微风。于是推门而

出，所见路人大都身着正装，有的相互系着领

带，又有的相互问着问题。

前往体育馆，秋季招聘会的牌子赫然醒目。一

进门，见一侧脸，鼻杆挺直，唇弧向上，颔首，眉毛浓

重，双手交叠在腹前，专注的在讲解些什么，后鞠躬，

微笑，朝着大门迎面走来；高大帅气阳光的一位男

生，据了解，他现就读于我校国际学院，2018届毕业

生、国际学院上一任学生会主席。虽然他年年都来招

聘会，但也是第一次去应聘。他即将面临的是跨专业

找工作，从酒店管理到行政的HR，下面我们来听听

他的经历吧！

精诚所至

他在过去的四年中，一直在很积极的学习并

且参加各项活动。他认为：大学最重要的是人格

的历练，磨去棱角，重新审视自己，不断反省自

己，做到思想上的升华，变得成熟起来。

然而在此刻，最重要的还是企业招聘时关注

的一些硬性要求，有了一些证书，在职场上才能

站住脚跟。所以在大学中学习所占的比例也不

小。他说：“大学的功课，只要你想学并非难

事，只不过少数同学意识到了，抢占了先机。四

六级、计算机二级、双学位，能拿就拿，不要犹

豫。因为这些是用人单位肯定会关注的。尤其大

学的学生工作是提升自己的有效平台，提升能

力，扩展人脉，广交挚友，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

的事情。”

金石为开

最核心的关注点其实还是在跨专业找工作

时，要放弃自己所学四年的专业，转换到其他专

业上，本身就是难度，而且还要在所转换的专业

上有所建树，更是难上加难。下面我们来听一听

他的看法吧！

“跨专业找工作，不能一时兴起，要做好充

足的前期准备，要提前了解你喜欢的行业，若非

真的喜欢，建议不要找与本专业完全不相关的工

作，”他继续说道：“这样的话之前学习的东西对

应聘帮助不大，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熟悉新的东

西。”

既然跨专业找工作并不是玩玩儿这么简单那

肯定要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能发挥得游刃有

余吧！“一定要学习你选择的行业的业务知识，

就拿我来说，我的面试最先进行的是笔试，主要

考察的是对行政HR的专业知识掌握程度，还有

一点就是要考取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实务的证

书。这些都是入行最基本的。”他说道。

他建议学弟学妹们：“学习、工作、生活都

需要时间，而怎样分配好这样的时间，决定着你

的大学质量。就像投资理财一样，不能把鸡蛋放

在同一个篮子里。放低姿态，虚心求教，不断学

习，做一个全面的自己，把优秀当做本身的气

质，有明确的目标，并为之努力，过好每一个阶

段，给足自己一个满意的未来。”

学生记者罗晓萌

未雨绸缪，提前准备

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

新生，而现在，不说是事事都能兼顾得到，但好

在成长了些。所以，在听说了今年秋季双选会的

信息之后，我就毅然决然地想要进去看一看。

10月 20日上午，我跟在穿着正装，拿着简

历，满面红光地跟在学长学姐后面，向双选会的

现场走去。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场合，

但我是十分的兴奋和好奇。一到现场，场面用人

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虽然都是招聘人

才，但有的公司应聘的人多达二三十人，而有的

仅仅只有几人。在观察后，我了解到，最受欢迎

的职位是与证券金融有关的职位，相对的就是以

工程师等为主的比较专业的工程设计的职位。但

是，最重要的还是能力要求。之所以选择去参加

双选会，是因为我想学习一些招聘过程中所要遵

守的程序守则，同时我也想积累一些关于应聘的

经验，为以后走好自己的路打下坚实的基础。所

以，在回到寝室后，我记下了今天在招聘会上的

所获所得。

第一，要有一个简洁明了的自我介绍。为

了能够表达得更加流利，可以提前准备好稿

子，并且根据不同情况可以准备一分钟、三分

钟和五分钟的自我介绍。第二，着装越简单越

好，给人一种干练的印象，实在不会搭配，正

装万能。第三，在面试时要注意自己的仪态，

不要小动作不断。第四，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要

有理有据，抓住重点，突出自己的想法，最重

要的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打肿脸

充胖子，否则会得不偿失。第五，这是最后一

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尽管距离我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参加招聘会还

有两年的时间，但是，我认为，多参加一些类似

的活动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能从中获得很多

的经验。为自己将来成为被面试者打好基础。

学生记者王美兰

摄影 邓天峰

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千万莫负少年志千万莫负少年志
组稿学生记者吴凯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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