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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就业服务“精准牌”
■ 韩小乔

一场为高校大学生量身打造的招聘会，
近日在北京开往合肥的高铁上展开。 这是由
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

委员会、安徽省教育厅联合发起的“返乡求
职专列”活动。 活动免费帮助大学生坐高铁
返家，并“顺道”解决就业问题。

今年，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预计达 1076
万人，同比增加 167 万人，总量和增量均为
近年新高。 虽然不少人表达了回乡就业的意
向，但因疫情大量线下招聘会取消，毕业生
求职压力较大、求职渠道不畅。 “高铁上的招
聘会”, 通过在返乡专列上开展就业政策讲

解、就业指导及企业宣讲等，引导高校毕业
生回到家乡就业创业，增强城际人才交流活
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这是精准提供就业服务的一个缩影。 对
大学生来说，免费回家途中了解家乡发展和
人才需求情况， 若能得到一个就近工作机
会，既可缓解思乡之情，也能为家乡贡献力
量。 对安徽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招
才引智，主动出击寻找所需人才，才能形成
专业人才对企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这种“移
动就业站”的新形式，便于求职者、招聘者互
相观察、精准对接，轻松的氛围也容易激发
双方的参与热情，让大家交流更顺畅。

了解大学生就业“难”在何处、企业用工

“需” 在何方， 是做好就业服务的前提。 比
如，有的大学生对就业充满渴望，但能力不
足 、专业不符 ，暂时未能就业 ；有的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并非找不到工作， 而是没
有想清楚自身需求和职业发展方向， 陷入
了 “慢就业 ”困局 ；还有的大学生没找到理
想的工作，是由于求职渠道较窄、求职信息
不全面等。 如果不根据现实情况，开展诊断
评估和分类，制定出个性化服务方案，就很
难真正服务好大学生就业。 从 “云招聘”到
“高铁上的招聘会”， 正是因为相关部门准
确掌握了疫情下大学生的求职痛点及就业

需求，才能有针对性提供形式多样、不拘一
格的就业服务。

就业服务应是“靶向服务”。 这不只是教
育部门和高校的事 ， 全社会都需要强化联
动，共同打造资讯齐全、动态更新、精准“配
对” 的就业服务体系。 除了就业信息要精
准 ，就业管理 、就业指导 、就业扶持等服务
都要精准。通过多元化服务，使大学生能够
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有返乡就业创业
意愿的， 要根据不同需求主动推送扶持政
策，努力做到“点对点”服务。对残疾及特殊
困难家庭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根据
不同困难状况， 分类制定帮扶计划 ， 提供
“一对一”就业服务。 针对疫情中少数大学
生表现出来的就业焦虑等心理， 及时开展
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 帮助其早日找
到合适岗位。

高铁上的招聘会，给大学生拓宽了职业
发展空间和就业空间。 期待出现更多个性
化、精准化的就业服务创新和尝试，降低求
职成本、提高人岗匹配度，促进更高质量更
充分就业，不断满足大学生就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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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将至， 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精彩
纷呈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以志愿服务为载体，为群
众送去关爱、年货、文化、健康等新春大礼包，把文明新风传
递到千家万户———

■ 本报记者 张岳

文明实践站里的欢声笑语

义献“熊猫血”
挽救他人命

■ 本报记者 朱茜

“用自己特殊的‘熊猫血 ’，去挽救更多有需要的人 ，
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 ”近日 ，荣获去年 11 月 “中国好
人”的淮河能源控股集团物资采供中心职工胡梦秋对记
者说。

与献血 “结缘 ”还要从胡梦秋 2008 年参军入伍时说
起。 在部队组织的义务献血中 ，胡梦秋第一次得知自己
是 RhB 阴性血，也就是俗称的“熊猫血”。 了解到这种血
型关键时刻可以帮助同血型的人 ， 她觉得自己非常幸
运。 从那以后，只要战友和群众有需要，她就会力所能及
地用这种特殊的血液挽救他人生命 ，并成长为军营公益
活动的积极分子。

退伍回到家乡淮南后，胡梦秋便第一时间到市中心血
站备案。不久，她又加入了“全国应急献血者———中国稀有
血型联盟”，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鲜血挽救他人生命。

胡梦秋告诉记者 ，2018 年 10 月 ， 她正在家中休产
假，无意中看到朋友圈里有人转发一条信息 ：“紧急寻找
RhB 型阴性血液。 ”原来，一名孕妇遭遇车祸，腹中 32 周
的胎儿胎盘早剥，胎死腹中，孕妇脾脏破裂 ，急需输血挽
救其生命。

随后，胡梦秋接到一个陌生的号码，是那位孕妇家属
打来的求助电话。 简短对话后，她火速打车赶到中心血站。
医生了解到她刚刚生过宝宝，告知她当下献血会对她本人
和婴儿带来诸多影响，但胡梦秋没有一丝犹豫，献出了比
正常量还要多出 100 毫升的血液。

除了积极献血，胡梦秋还热心公益。 在 2020 年防汛期
间，她和青年志愿者一道前往防洪堤坝慰问一线防汛人员，
送去矿泉水、西瓜、毛巾、肥皂、防蚊喷雾等防暑降温用品，
以实际行动支援防汛工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胡梦秋
冲在疫情防控一线， 开展防疫知识宣传， 进行环境卫生消
毒， 做好体温检测、 复工人员的健康状况及生活轨迹的摸
排，为单位和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做出贡献。

10 年间， 胡梦秋 5 次无偿献出珍贵的 “熊猫血”1300
毫升，挽救了 3 名危重病人的生命。 去年 6 月，她当选“安
徽好人”，11 月当选“中国好人”。

不惧脏苦累
甘当“美容师”

■ 本报记者 李明杰

临近春节，徐开锋依旧忙碌着。 “垃圾场地正在逐渐转
变成园林基地，但我这个‘美容师’依然在岗。”徐开锋说。作
为宣城市宣州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古泉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的一名推土机驾驶员， 他兢兢业业扎根环卫一线 20 多年，
彰显担当与奉献。

1999 年 12 月， 徐开锋从部队退役后， 便从事环卫工
作。 工作伊始，宣城道叉河就是他的“新战场”。 当时的道叉
河垃圾多、又脏又臭，附近的居民经过时无不掩面捂鼻。 但
徐开锋不嫌脏苦累， 穿着胶鞋扛着工具， 一段段地清理河
道。常言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2004 年夏的一天，徐
开锋横穿河道到对岸清理垃圾时， 却不幸踩到了淤泥里一
个大铁钉上，尖锐的铁钉穿过了他的脚心，鲜血直往上涌。
附近的居民见状连忙把他送到医院救治， 之后的很长一段
时间，徐开锋的脚都难以穿鞋。

2007 年， 徐开锋被调到宣州区锦城路上担任环卫工。
每天早上 4 点多开始一天忙碌，大笤帚、小扫帚和簸箕轮番
上阵清扫街道、旮旯角，直到下午 5 点多才能下班。工作中，
难免遇到不配合的市民，他总是平和处之。 一次，一家店铺
的老板随手将垃圾扔到门外， 正在清扫垃圾的徐开锋笑着
请老板把垃圾装进垃圾袋，没曾想激怒了店老板。徐开锋就
默默地把垃圾清扫干净， 之后每天定时到这家商店的门口
清扫垃圾。 “一来二去，老板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不但主动
把垃圾装袋，还和我成了好朋友。 ”徐开锋回忆道。

2010 年 11 月，徐开锋又被调动到垃圾处理场，一直工
作至今。垃圾处理场距离徐开锋家 20 公里，他不喊苦、也不
喊累，在岗位上扎根奉献。 2020 年初，徐开锋利用垃圾场自
有的膜焊接设备自学膜焊接技能，带着填埋场的工作人员，
在恶劣的环境中进行膜覆盖焊接。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完
成了约 2 万平方米 HDPE 膜的覆盖， 垃圾库区全部实现雨
污分流，确保了垃圾填埋场安全度汛，从未发生垃圾渗滤液
外泄污染环境事件。

如今， 徐开锋的工作对象从清扫垃圾已经转变为园林
绿化护理了，但他勤勤恳恳的爱岗作风不变。 多年来，他先
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安徽省“最美环卫工人”、“安徽
好人”等。

“放寒假与其在家吃吃喝喝，不如
走出家门参加社区志愿服务， 让志愿
服务成为寒假 ‘打开方式 ’，不仅很有
意义， 而且每天都过得非常充实。 ”家
住合肥市庐阳区双岗街道虹桥社区的
刘恩生是合肥工业大学的研究生 ，看
到双岗街道招募志愿者的信息， 第一
时间报名， 最近几天一直在虹桥社区
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结合当下疫情形势， 双岗街道文
明办、团工委面向青年团员、返乡大学
生发布疫情防控志愿者招募令。 招募
令一经发布，24 小时内 50 余名青年加
入大学生战“疫 ”志愿者招募群 ，积极
配合各社区调配， 参与疫情防控志愿
工作。

“阿姨 ，我是白水坝社区志愿者 ，
您看下这个文明过年倡议书。 ”1 月 19
日上午，在白水坝社区世纪中心广场，
社区志愿者早早将宣传展板及宣传资
料摆放好， 并向来往居民认真讲解烟
花爆竹禁放政策和文明餐桌行动 ，倡
导市民携起手来， 共同做文明新风的
倡导者、传播者、实践者。 为提升烟花
爆竹禁放规定的知晓率和支持率 ，社
区还在辖区各楼栋、 各单元门口张贴
通告，利用宣传栏、小区业主群向居民
宣传政策。

在五河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
书法志愿者挥毫泼墨 、一个个大红的
“福 ”字 ，一幅幅象征着吉祥如意 、幸
福快乐的春联在笔下诞生……给在
场的居民送去了新春的祝福 ，传递出
浓浓年味 ，居民个个笑意盈盈 、赞不
绝口。

“这些春联现写现送，饱含浓浓年
味、寓意吉祥，社区还贴心地给我们老
年人准备了健康义诊，量一量血压、听
一听医嘱，让我们很感动。 ”社区老党
员沈华海高兴地说。 连日来，双岗街道
持续开展“文明过年”主题活动，倡导文
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开展弘
扬新风、关爱救助、健康环保等特色活
动，将欢乐和文明送到千家万户，使群
众在多姿多彩、 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
活动中获得精神滋养，引领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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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霍山县单龙寺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
动，志愿者走街串巷，挂灯笼、大扫除、
送温暖等，为新年增添文明色彩，让温
暖成为最浓厚的年味。

“马上快过年了，我用积分在‘文明
超市’兑换一些年货，全家人开开心心
过大年了。 ”1 月 22 日，双龙村“文明超
市”里人头攒动，不少村民拿着“文明存
折”挑选心仪年货。 在单龙寺镇，文明
乡风评比活动激励了村民遵纪守法 、
孝老爱亲、移风易俗等，让群众在精神
上有荣誉感，物质上有获得感，实现了
“文明换积分、 积分促发展” 的良性循
环，释放了乡村最美“红利”。

积分改变乡风，文明改变环境。 1
月 23 日， 身穿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左
手拿扫帚、右手端簸箕，在单龙寺镇主
干道上仔细清扫着路面垃圾。 “看着街
道更加整洁干净了， 车辆也不乱停乱
放了，大家的心里也更敞亮了。 ”志愿
者陆暑文一边搓着冻红的手一边乐呵
呵地说。 虽然天气寒冷，但志愿者们的
热情不减，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辞旧迎新大扫除， 干干净净迎新
年。 看到工人在路边挂灯笼，志愿者们
主动前去帮忙， 把一个个大红灯笼挂
在街道两边的路灯杆上。 “过年挂灯笼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 道路两旁挂
上了灯笼，照亮游子回乡的路，小镇年
味越来越浓。 ”志愿者刘锋说。

大街小巷清清爽爽，敬老院里也活
跃着志愿者忙碌的身影。 志愿者带着
棉袄、鞋袜等慰问品来到敬老院，帮助
老人打扫房间卫生，陪着老人拉家常，
还给大爷大妈们送上了春节红包。 “快
过年了， 大爷大妈们脸上有了开心的
笑容，我心里也充满了温暖。 ”志愿者
刘鑫动情的说。

“新春佳节是开展志愿服务、弘扬
文明风尚的有利时机， 我们立足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与‘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结合起来，开展内涵丰富、各具特
色的志愿服务，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单龙寺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伍凤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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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板一打叭叭响，各位同志听我
讲，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开，咱心里振
奋乐开怀……”1 月 12 日上午，来安县
汊河镇黄牌村红色茶馆里， 演员们声
情并茂地演唱、淋漓尽致地表演，村民
们围坐在一起，在一杯清茶、一碟瓜子、
一场演出中， 共赴一场别开生面的红
色之旅。

刚刚在台上完成黄梅戏选段表演
后，刘立付迅速转换身份，坐到台下拉
起了二胡。 作为黄牌村曲艺歌舞团负
责人，他既能唱又会弹，是人人称赞的
“全能选手”。“无论是来安民歌、曲艺歌
舞、快板表演，还是讲红色故事、诗歌朗
诵等，全都不在话下。 ”刘立付笑着说。
黄牌村曲艺歌舞团固定演员有十七八
位，最大的 70 岁，最小的 46 岁，都是本
村人，个个能唱会跳，已编排成熟的节
目就有 30 多个。

据了解，“红色茶馆”是来安县汊河
镇通过党建活动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相结合， 打造的特色基层党建服务
项目。 该茶馆主要针对部分中老年党
员群众喜好传统曲艺的精神文化需
求，将党建阵地就近建在党员身边，让
爱好文艺的党员群众唱红色历史 、演
经典曲目、听党史微课、观红色电影、写
心得感悟，汲取奋进力量。

小故事，大道理；小作品，大情怀。
“演员是村里人、说的是村里话，还经常
表演邻里之间、婆媳之间的节目，我们
在哈哈一笑中受了教育，暖了心头。”52
岁的黄牌村村民李友兰说。 村里的文
艺爱好者们不仅用接地气的形式来唱
红歌、颂生活，还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民
歌来表达群众心声， 丰富村民精神文
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

在黄牌村红色茶馆，除了几张品茶
谈心的桌椅和一个便民乐民的舞台 ，
还特地设置了一间“红色议事间”———
红色茶堂。 “除了演出、议事，我们还将
黄牌村‘非遗’、杰出人才和党史学习教
育有效融合起来， 将党建活动与新时
代文明实践结合起来。 ”黄牌村党总支
副书记史学琴介绍， 红色茶馆创新党
员教育和思想引领方式， 给广大党员
群众提供一个品茶谈心、民主议事、丰
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阵地， 凝聚起推动
乡村振兴发展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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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5 日， 马鞍山市花山区沙塘路街道人民社区在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开展“迎新春 猜字谜 送春联 欢欢喜喜过大年”联谊活
动，社区安排书法爱好者给居民免费书写“个性化”春联，字谜竞猜
更是吸引了众多老年居民参与。

本报通讯员 胡智慧 朱林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