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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上海都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融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盟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名称

建筑工程师

C++开发工程师

电器维修工程师

招聘人数

5

8

5

年龄要求

25-30岁

21-30岁

22-40岁

文化程度

大专

本科

大专

案例背景：
1982年出生的小周，大专学

历，涉外会计专业，曾在一家公司
做财务工作，但由于公司搬迁至
南通失去了工作。

自 2009 年起小周都从事财
务类岗位，她也表示想在自己熟
悉的领域继续工作，迫切地想重
回职场，求职岗位主要集中在“采
购、财务”方面。

先前小周也自行找过工作，
但仅仅上班第一天，企业就将她
辞退了。理由是小周的衣着很难
与企业文化一致，同事都向人事
反映：她的衣着给人感觉“怪怪
的”。企业人事也曾暗示过她，上
班的时候要穿得正式些。

案例难点：
小周身材不高，体形匀称，每

次前来职介窗口，始终穿着一件
大红色两边袖口泛黑的棉服，过
时的黑色夹棉裤和棉鞋，这让年
龄并不算太大的小周看上去衣着
很不干净、有些邋遢感；此外，小
周把岗位局限在了“采购、财务”
上，却又想求职速成，马上实现就
业，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

指导建议：
针对小周的实际情况，职业

指导老师给出以下指导建议：
一、突破自我设限，摆脱求职

焦虑
职业指导老师与小周建立了

良好的沟通关系，认真倾听小周想
表达的话并给以及时回应，按照

“择己所长、择己所爱、择世所需”
的原则，帮助小周突破自我设限、
拓宽择业方向。小周心思细腻，对
数字十分敏感，与文职类岗位的匹
配度也很高，在立足“财务、采购”
岗位的同时，不妨也尝试其它文职
类的岗位，先实现就业再择业。

二、塑造良好形
象，提升职业魅力

职业指导老师和
小周一起探讨求职失
败的原因，对她的外
表形象提出了塑造建
议：小周身材虽不高，
长相清秀，体型匀称，
选择干净的职业正
装，即使不在面试时
的日常工作中，也能
让小周更具备端庄的
职业感，看起来干练
整洁，提升了职业魅
力，这一定能给面试
官和共事的同事留一

个好的印象。
三、掌握面试技巧，提高求职

成功率
小周的求职意愿强烈，最后

将目标岗位放宽至文员，指导老
师也针对性地建议：一是要详细
了解面试企业概况，应聘岗位的

具体要求，准备好针对岗位的简
历；二是在回答问题时，尽量把自
身的优势展现出来，所说的优势
一定要和对应的岗位有联系。这
样才会得到单位的青睐和认可。

通过职业指导老师和小周的
共同努力，在一次次的面试实战后，
小周被某光学公司录用为文员。

案例点评
通过本案例可以看到，求职

方向受限于专业领域的困扰是当
前求职人群比较普遍的问题。职
业指导老师要引导求职者扩宽求
职视野，结合个人性格、兴趣，从
相关职业领域进一步拓展职业定
位和方向，从而突破专业限制。作
为求职者，我行我素的自身形象
也是常见问题，有些是像小周这
样不自知，有些是为了标新立异、
讲究个性，但在职场中，给企业干
净舒服的第一印象尤为重要，这
也是与企业建立信任关系的基
础。 （嘉定职介 吴刚）

【职场点拨】

摆脱自我禁锢才能拓宽职场

嘉定区南翔镇金秋大型招聘会
暨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

就业服务活动
时间：2021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六）上午9:00—11：00
地点：南翔中冶祥腾（真南

路与沪宜公路交叉口）
附近交通：轨交11号线、嘉定

111路、115路、119路、125路等。
主要招聘单位：上海匡立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上海国之
鼎铁路机电有限公司、上海科发
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南亚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卓钢链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科工机
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上海凯波
电缆特材股份有限公司、浩力森
涂料（上海）有限公司、上海雷普
电气有限公司、国药集团上海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上海新迎园
（集团）有限公司等。

主要招聘岗位：数控车工、
总经办文员、阀类工程师、会计
助理、检验、电子技术员、普工/
操作工、生产调度、行政助理、
设备技术员、研发助理工程师、
财务、档案管理员、交易经理、安环
工程师、设计工程师、销售专员、
采购专员、外贸专员、仓储理货分
检员、污水处理工、点心师、厨
师、食安管控专员等岗位。

【招聘会信息】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有一
个身影在我指导室门口徘徊，看
得出她很纠结。于是，我决定把
她请进来......

她叫“燕子”，人不高，身材
微胖，1988 年出生，中专计算机
专业毕业，中专毕业后就一直在
一家餐饮公司做迎宾。她说计算
机专业不是她自己喜欢的专业，
所以毕业后就没有从事专业相
关的工作，这份迎宾工作是家
人帮她找的。

“燕子”2018年5月结婚成
家，她和家人都非常渴望有个
孩子，于是她辞掉了餐饮公司
迎宾工作，专心备孕。然而好运
似乎并没有眷顾她，两年里
3 次与宝宝“擦肩而过”，这使
她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和打击。原
本在家养身体的“燕子”，因为他
人的闲言碎语来“找工作”了。

在和“燕子”的沟通过程中，
她反复说“因为不生孩子，又不
出去工作，让丈夫的亲戚和邻居
说闲话”，她非常难受，眼泪止不
住地往下流。她现在要找的工作
不需要很多钱，要离家近一点，
工作不要太忙，因为她还是想尽
快做妈妈，可能需要随时请假。

安抚了“燕子”的心情，待她
恢复平静后，我再次和她做了更

深层次的沟通。
分析：
一是“燕子”究竟是自己想要

“找工作”，还是被“找工作”了？
二是目前“燕子”的身体还

很虚弱，脸色苍白，没有血色；定
期还要去妇幼保健院复查，不能
剧烈运动和太劳累。

三是经历了3年多的职业空
窗期，做好“找工作”的准备了吗？

建议：
一、身体好是前提。无论是

选择“找工作”还是“生孩子”，都
要先养好身体。身体健康最重
要，没有健康任何事都做不了。

二、做真实的自己。人活一
世，怎么可能不让人说呢？不要轻
易让别人的言论影响到自己，在不
违法乱纪的前提下，走自己想走的
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调整好
心态，开开心心地做自己就好。

三、多和家人沟通。先“生孩
子”也好，先“找工作”也好，把自

己的想法和家人沟通一下，和最
亲的人有什么不能说的？毕竟家
人是最亲的人，也是最强的后盾。

四、了解职场行情。帮助“燕
子”分析当前餐饮服务行业情
况，相关岗位的技能要求、薪资
待遇；不同的餐饮公司服务的客
户群体不同，对服务人员的要求
和服务内容也不同。

五、做好求职准备。对个人
求职简历、求职渠道、面试技巧
要精心准备。如个人职业形象
和自我介绍，面试前要了解企
业文化、工作要求和内容等。

回访：
“燕子”说，非常感激我“大

姐姐”般地对话，从来没有人和
她这么耐心又接近地说话交流。
“燕子”听了我的话，与丈夫

和双方父母沟通后，她目前想在
家把身体养好，然后迎接宝宝
的到来，等宝宝大一点再考虑
出来找工作，到时候再来“麻
烦”我。

目前在丈夫和双方父母的
照顾和保护下，“燕子”一句“闲
言碎语”都听不到了。听得出“燕
子”现在的心情很好，我祝福她早
日心想事成，同时欢迎她随时来

“麻烦”我。
（徐汇职介 汤桢慧）

【职场人生】

听“姐姐”的话，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陪 伴 青 年 人 求 职 之 路

【求职驿站】

在“启航人员”排摸工作
中，我第一次接触到小刘时恰
逢疫情，通过电话联系了解到
22 岁的小刘毕业于上海某校
西点烘焙专业。因为不想从事
自己专业方面的工作，加上年
龄小，社会经验、工作经验双双
缺乏使她很快失业了。

在疫情条件下求职比往年
要难一些，作为就业援助员，更
要关心求职者的状态，特别是
就业重点人群。通过两次沟通，
了解到小刘只想在文职工作方
面发展，而小刘所
学专业是实操类
型的专业，在办公
室软件、计算机操
作接触的机会比
较少，建议她报名
针对文职类工作有政府补贴的
培训项目，弥补现有能力与目
标职业要求之间的差距。

小刘不爱说话，比较文静，
我一边鼓励她等疫情缓解后可
以多参加社区活动，多尝试与
人交流沟通；同时，让小刘在面
试前要做足准备，确保良好状
态，面试中沉着自信等。教她使
用公共招聘网的便捷功能，通
过“上海人社APP”预约职业指
导，为她推荐了几家文职类的
工作岗位。很快，小刘就被上海
某信息技术服务公司录用了，
如愿成为一名文职人员。

然而过了一个月，小刘打电

话给我，说不想在这家信息技术
服务公司做了，说离家有点远，而
且做得不开心。我告诉她：“从学
校转入社会是有一个适应缓冲
的过程，你现在年轻，不光要认真
处理好工作，还要学会与人打交
道，处理好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
也是一门学问。而且，一份工作做
得长久才有利于发展，没有一家
公司喜欢一个频繁跳槽的人。”

通过与区职业指导老师沟
通，又为小刘推荐了街道服务中
心文员、上海某企业发展服务

公司文员两个招
聘岗位，应聘结果
都不理想。直到今年
3月份，小刘才被上
海某健康咨询公司
录用，从事她热衷

的文员岗位工作。在此，我们衷心
地希望小刘在今后的职业生涯
中能够稳定地工作和发展。

不少青年在工作中出现问
题时，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我
们就业援助员，是对我们工作
的信任和认可，这也促使我们用
诚心、爱心和热心投入到工作
中，每一次看到失业者又成功就
业，我们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和欣
慰。在帮助就业困难人员的同
时，我们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
值，也使我们更加自信地在工作
岗位上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失
业人员，为社会安定与和谐不断
努力工作。 （江宁路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