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动起来，夜市火起来。昨日记者获悉，芝罘区
在新都汇广场启动“聚力送岗·助梦起航”青年人才招聘
夜市活动，创新采用“线下主会场+线上对接平台+现场
创业指导”的形式，吸引了东方电子、喜旺集团、振华超市
等近百家企业参与，涉及机械电子、建筑工程、医疗卫生
等30余个行业，提供办公文员、部门经理、行政人员等
320余个就业岗位。据悉，这是全市首个“人才夜市”招
聘活动。

求职者点赞人才夜市新模式

8月 28日晚6点半，计划7点开放的“人才夜市”现
场已是人头攒动，求职者陆续赶来，新都汇广场顿时热
闹起来。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人才夜市”出入口由专
人负责测体温、验健康码，现场配备安保人员，实时控制
人流，确保活动平稳有序。

“人才夜市”的举办是多元化服务企业招贤选才的
创新之举，填补了我市夜间招聘模式的空白。“人才夜
市”将招聘时间定在晚上六七点，既符合老百姓的生活
习惯，又可以专门服务一些白天事务繁忙的求职人士，
同时也帮助企业满足对人才的需求。国信证券的招聘
人员孙承志说：“这是我们公司今年第一次参加线下招
聘活动，前期是在线上进行招聘，我觉得线下招聘能够
与求职者面对面进行交流，能更清楚直白地了解情况，
能更准确地挑选所需人才。”

一边逛夜市，一边找工作，这种招聘新模式获得求
职者的点赞。“我觉得这种形式既新颖又接地气，利用晚
上休闲时间找工作，不耽误白天的学习和实践活动。”21
岁的应届毕业生战昱成告诉记者。此前，他参加室内日
场招聘活动，情绪比较紧张。而参加此次人才夜市，他
心态比较放松，能够向招聘企业展示好自己的所学所
长，他已经跟3家企业约好进行面试。小战是学计算机
专业的，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已有打算，想先找一份稳定
踏实的工作，将来根据自己的能力再向管理层发展。当
晚，人才夜市招聘活动累计进场800余人次，现场达成
意向100余个。

多部门共建全新“供需桥梁”

此次人才夜市活动，芝罘区区委组织部、团区委、区
人社局、世回尧街道办事处通力合作，为用人单位和求
职者搭建了一座全新的、轻松的交流供需桥梁。

“摸排+审核”，严把需求与企业双重关。活动前期，
推出线上调查问卷，对全区青年人才就业情况及就业意
向进行精准摸排，建立动态数据库，掌握人才需求120
余条。结合青年人才需求，组织专人走访辖区重点用人
单位，对接人才需求，汇总《岗位需求清单》，同时进行精
准分析归类，逐一审核用人单位资质，确保招聘信息真
实有效，为用人单位和青年人才搭建可靠平台。

“线下+线上”，搭建聚力送岗快车道。本次活动针
对青年人才招聘中“白天忙、周末累、路途远”等“痛点”，
创新采取线下“夜市招聘”＋线上“同步推送”的形式开
展。线下将招聘会开在晚上，并缩小规模，将场地灵活
选择在新都汇商超周边，便于青年人才就近参加，同时
专设企业需求发布区，近50家企业参与线下现场招聘，
30余家企业将企业需求发布到“企业需求墙”。线上利
用山东公共招聘网、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及其他
网络招聘平台，筛选优质岗位信息300余条，并通过微
信公众号同步公布相关就业岗位及政策信息。

“创业+指导”，助力青年人才圆梦启航。针对青年
人才创业需求，活动采取创业项目发布与创业指导相结
合的形式，设立政策咨询区、创业指导区等多个服务专
区，组织人社、金融等部门提供创业咨询、创业贷款、人
才政策、就业指导等一条龙服务，现场发放就业创业人
才政策宣传手册210余本，累计解答创业咨询近百次，
28名创业者现场报名参加全区创业培训课程。

此次青年人才招聘夜市只是芝罘区加速青年人才
引聚的一个缩影。下一步芝罘区将搭建线上线下人才
招聘平台，常态化开展青年人才招引活动，同步依托西
安、武汉“人才飞地”，打造“烟台籍在外人才创新创业
苗圃”，吸引更多烟台籍在外人才返乡创新创业。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摄影报道

芝罘区多部门通力合作，创新采取线下“夜市招聘”＋线上“同步推送”的形式，为用人单
位和青年人才搭建可靠平台——

全市首个青年人才招聘夜市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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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烟云，那段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
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

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
奋起抗争，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
一次完全胜利。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大力
弘扬伟大民族精神，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连日
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采取市县分级走访的方
式，开展走访慰问健在的抗战老兵、抗战烈士遗
属活动。与老兵们一起共忆峥嵘岁月，聆听抗
战故事，向老兵致以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党和
国家作出的贡献，让老兵们实实在在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看望海阳地雷战老兵孙纯秀
75年前的伟大胜利，浸透着无数仁人志士

的鲜血与生命。他们为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
立下了不朽功勋。退役军人事务局关心、关照
抗战老兵，及时主动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尽心为
老人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安享晚年。

在海阳行村镇西小滩村，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工作人员为94岁的地雷战老兵孙纯秀，送来

的慰问金和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孙纯秀老人
1940年参加了儿童团，1943年参加民兵团，多
次破坏敌人的通信设施。除了破坏敌人后勤，
孙纯秀老人积极参与了地雷战的斗争。从1943
年秋天到1944年春天，孙纯秀所在的五人民兵
小组利用地雷和自制的水雷打击敌人、破坏敌
人交通，共炸死炸伤日伪军近40名。刚打下济
南时，孙纯秀一个人送信路过章丘，恰巧对面走
来了十几个溃败的国民党逃兵。孙纯秀用犀利
的言辞使国民党逃兵一个个放下了武器，成为
了俘虏。孙纯秀因此荣立了一次三等功。在一
次战斗中，孙纯秀被子弹打穿小腿，却从来没有
进行过伤残登记。孙纯秀说：“我豁上一死，也
不愿意给上级添麻烦事，还有的同志身上的伤
比咱还重呢，应该照顾人家”。

解放后，国家号召军人转回地方，投身农村
农业建设。孙纯秀放弃了晋升副排长的机会，带
着对部队的万般不舍地回家务农。回到家乡的
孙纯秀把精力都放在家乡建设上，修水库时，他
当连长带头领着村民干，任务完不成，就自己加
班硬干。孙纯秀为人低调，他的那些闪光的勋
章，一直自己珍藏，从未对外展示。直到2015年
国庆节阅兵的时候，他的这些事迹才被别人了

解。附近的村民都说，孙纯秀老人为人谦和，从来
没有显摆自己，也从来没有觉着自己比别人高。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孙纯
秀老人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钢铁战士，更
是从苦难中奋斗过来的人民英雄。在孙纯秀老
人的人生履历中，写满了平淡，写满了清贫，写
满了奉献，唯独没有索取。这种风范和精神永
远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慰问抗战老兵、烈士遗属
在招远市张星镇馆前姜家村，93岁老兵姜天

真老人身体还很硬朗，生活能自理，老伴也健在。
老人生有二子一女，大儿子姜冠方在本村务农，大
女儿姜金芳务农，小儿子姜银方在龙口市黄山新
村务农。姜天真是1944年2月入伍，参加过抗美
援朝作战，1955年2月退伍。在战争中，他因右
股部子弹贯通伤被评定为七级残疾军人。服役
期间，姜天真曾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从8月24日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
员、副县级干部带领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分别到
福山区、栖霞市、龙口市等地30名抗战老兵、烈
士遗属家中走访慰问。每到一处，工作人员与
抗战老兵、烈士遗属促膝长谈，一起重温革命战

争时期的峥嵘岁月，聆听他们讲述当年的抗战
英雄事迹，详细询问老人们的生活情况和身体
状况，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表达党和政府的
关怀，感谢他们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对党和国家
做出的贡献。

抗战老兵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勋，
是党和国家的功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
加强对抗战老兵、烈士遗属的关心关怀，带着感
情、带着责任，进一步保障好他们的生活，使他
们安享晚年。

致敬！健在的抗战老兵及遗属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李雪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徐峰 通讯员 亓健生）8月
31日，烟台大学2020年秋季
学期开课。当天，学校共有
538门次本科生课程、5门次
研究生课程、21个教学单位开
启课堂教学。390名教师、3.1
万人次学生走进教室。属于
大学生的新学期开始了。

当天早晨8点，学校党委
书记张伟走进四教204教室，
聆听了计控学院孔繁茹老师
给学生讲述的编译原理课程。
校长郭善利走进七教202教
室，听取药学院傅风华老师讲
述药理学的第一堂课。学校
各领导与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在这一天一同走进课堂，参
与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

“编译原理是计算机专业
一门重要的专业课，旨在介绍
编译程序构造的一般原理和
基本方法。我们先通过几个
有趣的例子来认识一下这门
课……”为了将理论性强的课
程讲得更加有趣，孔繁茹在课
前利用云班课平台收集同学
们的疑问并耐心解答，同时以
比尔·盖茨等计算机领域的成
功人士以及两名从事相关工
作的烟大校友事迹为例，让同
学们认识到学好专业课的重
要性。

另一边，傅风华早已为第
一节课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
铃声响起，傅风华便开始了药

理学的授课，他以新冠肺炎和
SARS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为
切入点，引出“什么是药物”

“什么是药理学”等概念，阐述
了药理学的学科特点及研究
内容。

课间休息时，张伟提出，
希望授课教师善于把理论讲
解与实践应用相结合，最大限
度地激发学生的潜能和积极
性。比如在课堂讲述中提到
的优秀校友事迹，可以邀请校
友拍摄成相关视频在课堂上
播放，以此更好地调动课堂气
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郭善
利则表示，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要叮嘱学生多记笔记、加
强理解、拓展新知，达到全面
透彻的学习目的。课间可播
放科学技术类相关视频，运用
更直观的方式呈现所学知识
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进
一步打造高效课堂。

目前，新学期按照“最大
限度复学、最严标准防控”原
则，全面推进恢复正常教育教
学秩序，确保学生安全开学、
正常开学、全面开学。为保障
教育教学质量，学校和各学院
分别安排校级督评专家和院
级督评专家，深入课堂一线持
续监控上课情况。

按照学校统一安排，2020
级研究生和本科生新生将分
别于9月3日和9月19日入学
报到。

书记校长进“第一课”课堂
烟大今日再次迎新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柳昊杰 通讯员 张鸿志）
昨日，省级小学“楹联教育示
范基地”在芝罘区万华小学挂
牌。据悉，这是我市首个省级
小学“楹联教育示范基地”。

多年来，万华小学始终秉
承“墨润童年，书香人生”的
理念和“端端正正写字，堂堂
正正做人”的校训，形成了

“读好书、写好字、做好人”的
校风，“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的教风，“千学万学，学做真
人”的学风，形成了“一突出
四融入两提升”的楹联教育
框架。

万华小学先后荣获并保
持着“全国书法百强学校”

“烟台市书香校园”“烟台市
楹联教育基地”等称号。

省级小学楹联教育示范
基地在万华小学挂牌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刘洁 通讯员 王大鹏）近
日，烟台业达经济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管理一党支部主动对
接腾讯新工科德籍华人徐永
龙博士，安排子公司业达国际
人才集团的专员一对一提供
专属服务，当日为徐永龙解决
外籍人士个税申报、人才公寓
设施配备等需求，让人才腾出
精力安心搞研究。

“高标准打造国际人才集
团，高品质优化创新人才服
务”是该党支部今年确定的党
建工作项目化管理的项目内
容。“我们将坚持‘党管人才’
原则，以人才需求为导向，因
地制宜创新人才工作机制，为
人才提供全面、细致、周到的

‘保姆式’服务，做优做强人才
服务品牌。”经发集团管理一

党支部书记迟少丽说。
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

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为
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今
年5月，经发集团将“实行党
建工作项目化管理”作为党委
书记抓基层党建突破项目，着
力破解就党建抓党建、党建工
作与生产经营管理结合不紧
密、党建工作创新突破不够等
问题，促进党建工作与中心工
作相融互促、融合发展。该公
司结合承担的烟台开发区“三
区三园”建设、城市更新、四新
四化、双招双引等重点工作，
把党建工作分解成“强基固本
型、攻坚克难型、为民服务型、
创新驱动型”四大类项目，以
各党支部为单位，自主申报并
推动落实，目前，各项目已全
面进入实施阶段。

业达经发集团推行
党建工作项目化管理

8月31日，在约读书房烟台莱山校区，阅读推广人舒禾老师为同学们讲读和解析《西游记》。舒禾老师一边声
情并茂地讲解一边与学生互动。随着“书香烟台”建设走深走实，经典讲读、阅读推广等新的阅读形式进一步营造
了“书声琅琅 香飘烟台”的浓厚氛围。 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晋）“纸艺传情”烟台
剪纸大赛终评8月29日在烟台市博物馆负一层报告厅
顺利举办。此次剪纸大赛的作品涵盖争创全国文明城
市、讴歌抗疫英雄和赞美可爱家乡等题材，入选终评的
作品形式多样，有窗裙、窗花、染色剪纸、文人剪纸等，
在形式和类别上均表现出不同特色。

来自12个县市区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共产生了
30位“烟台剪纸优秀传承者”。烟台文旅云平台对此次
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观看人次接近2万人。终评是由
选手送交的原创作品和现场剪制两部分构成，参赛选手
们妙剪生春、纸上飞花，经过两个小时的现场展示技艺，
专家评委们共评选出一等奖6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
14名。

本次大赛是我市近些年举办的最大规模、参与人数
最多的剪纸大赛，对于挖掘和培养优秀文化艺术人才，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助力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
市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一等奖的作品中，烟台开发区
金城小学美术教师陈晟林创作的《海之魂》，展现了家乡
烟台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家乡人民勤劳勇敢的优秀品
质；张瑞雪创作的《中国少年》小巧玲珑，剪口干净利
落，取材于莱州的窗格文化，表达了对祖国繁荣昌盛、民
族富强的美好寄托；烟台爱华双语学校赵安琪的《八仙
归来》属于立体剪纸，千纸鹤翅膀选用的是八仙的形象，
八仙是胶东地区特有的民间传统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作
品中八仙过海不再采用传统的方式而是乘坐千纸鹤翩然
而至让人耳目一新。

评委们对此次大赛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大赛进
一步推动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摸底烟
台剪纸的发展现状，推动了全民剪纸的热情。剪纸大赛
将剪、刻、撕、染等纸艺技巧包含进来，进行了传统剪纸、
立体剪纸、综合剪纸等不同的剪纸创作，丰富和发展了
烟台剪纸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手段。

“纸艺传情”
烟台剪纸大赛终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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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夜市人才夜市””现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