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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秋招结束，还没拿到 offer
（录取通知）的大四毕业生在忙
论文的同时，也开始寻找实习机
会和就业途径，制作一份亮眼的
简历则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如
今有不少没经验的“小白”会选
择花钱买模板制作、“包装”简
历，“代写简历”，甚至花几万元
来获取实习经历，并找人制作简
历（12月1日《北京青年报》）。

在激烈的职场竞争环境下，
尤其是在时下不少新毕业大学
生普遍存在明显求职焦虑的情
形下，为求得一份好工作、一个
心仪的offer，一些大学生在求职
过程中，十分在意看重简历，希
望能为自己制作一份亮眼的简
历，以至于为此采取“代写简
历”、参加“实习培训”之类方式
对简历进行“包装”，应该说，这
并不令人太感意外，也并非完全
不可理解。毕竟，在职场求职
中，简历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具有
某种“敲门砖”的作用，既是求职
者展现自我的重要窗口，也是用
人单位了解应聘对象、取得“第
一印象”的重要载体。

然而，这类的简历“包装”
术，不仅存在明显华而不实的

“过度包装”问题，其中许多更是
涉嫌赤裸裸的造假“伪装”。

很明显，简历“包装”术，真
正的问题，是其背后缺乏起码应
有的客观、真实性问题，更是欺
骗性的造假“伪装”问题。如果
说，简历是一种个人求职广告的
话，那么这样的广告显然同样也
应遵守“真实客观”、“不得虚假
欺骗”等基本的广告准则——只
能在确保“真实客观”的基础和
前提之下，对简历进行各种“包
装”修饰、润色，才是正当合理和

可行的；否则，为了图简历的好
看亮眼，便逾越“真实客观”前
提，不惜使用造假伪装手段，盲
目为简历贴金，那么也不可能赢
得用人单位的真正青睐和信任，
同时还会暴露自身明显的诚信
问题和投机心理。

依据《劳动合同法》，“用人
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
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
应当如实说明”，“下列劳动合同
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
……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
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
合同的”。这也就是说，使用造
假伪装手段“包装”求职简历，不
仅有违道德诚信，实际上也是涉
嫌违法的；同时，以这种造假欺
骗方式，即使暂时求职成功，所
订立的劳动合同也可能是无效
的。

有鉴于此，对于“代写简历”
之类华而不实，不仅造假欺诈而
且涉嫌违法的简历“包装”术，求
职者实在没有必要太过看重当
真，更不能迷信盲从。必须意识
到，真正能够让自己成功入职
的，不可能是表面光鲜的简历，
而只能是内在的职场实力。因
此，对于求职者来说，与其费钱
费时地“包装”简历，不如不断充
实提升自身过硬的内在实力。

当然，要想有效改变“代写
简历”等简历“包装”术盛行的畸
形求职生态，除了求职者自身，
其他相关方面也应有所作为，如
用人单位在招聘用人过程中，应
进一步改进完善选人用人标准，
更加注重能力而不是简历；另一
方面，针对“代写简历”等以简历

“包装”之名而行欺诈之实的各
种求职培训，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也要依法加大监管和查处惩治
力度。

昨日上午，在第六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台
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海门派出所民警来到辖区民
工学校——东门小学，向民工娃讲解国徽、国旗、宪

法等相关知识，使他们明白设立国家宪法日的重要
意义。

通讯员何文斌 摄

本报讯 通讯员赵瑾报道
匠心的传承在绍兴有了新的方
式。近日，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
院70余名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
前往绍兴劳模工匠馆参观学习，
这也是绍兴劳模工匠馆作为劳
模工匠精神教育学习基地后，迎
来的首批大学生参观者。

“同学们，你们知道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三者有
什么区别和联系吗？”在绍兴劳
模工匠学院的教室里，同学们正
认真聆听高健儿老师关于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讲
解。高老师通过解读习总书记
的重要论述以及中央的政策文
件，强调了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
和工匠精神的重要性，分别阐述
了三种精神的起源与内涵，并指
出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
神在精神层面上是一种递增的
关系，每一位劳动者通过“尚巧、
尚精、道技合一”三步走，都能成
为劳模。同学们注视的目光里
饱含着对劳模和工匠的敬仰与
崇拜，通过这样一堂特殊的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学们从国家、社
会、个人三个层面了解了劳模工
匠成长的意义，工匠精神、劳模
精神的种子在学生们心中悄然
生根发芽。

砖瓦无声，岁月有痕，历史
的车轮滚滚向前，回首，不忘来
时之路。理论学习结束后，同
学们在讲解员徐佳佳老师的带
领下参观了绍兴劳模工匠馆。
徐老师向同学们讲述了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
时期、新时代等不同时期，绍兴
各级各类劳模和工匠们的故

事，让同学们看到了一路走来，
一代又一代奋斗者、创造者以
敢闯敢试的无畏勇气、风雨无
阻的坚韧执着、舍我其谁的责
任担当，为绍兴经济的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

同学们对馆内收藏的史料
实物、陈列在墙上的图片文字、
摆放在书架上的书籍资料都特
别感兴趣，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
念；对馆内的电子屏触摸查询、
争做劳模留影等互动环节也产
生了极大的兴趣，争相体验。其
中一个同学激动地告诉展馆讲
解员，通过学习这些劳模事迹和
工匠故事，自己深刻理解了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
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在未来
的职场中，自己一定要以劳模和
工匠为榜样，辛勤劳动、诚实劳
动、创造性劳动。

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培育
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
要全社会的重视，更需要从源
头加以培育。据悉，为贯彻全
国和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创新
劳动教育的途径方法，引导学
生树立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
爱劳动的理念，促进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绍兴市劳模
工匠学院已与全市多所学校协
定，在绍兴劳模工匠馆内共建
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基地及学生
劳模工匠精神教育基地。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
余泽华报道 记者昨日从省市场
监管局获悉，2020年1月1日起，
我省将在全省范围内（除浙江自
贸试验区外）推进“证照分离”改
革全覆盖试点工作。

今年11月27日，浙江省人民
政府正式印发《浙江省开展“证照
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按照“清单同步发布、方案

同步制定、步骤分步实施”的方
式，全面推进我省“证照分离”改
革全覆盖试点工作。

根据方案，12月1日起，在浙
江自贸试验区实施“证照分离”改
革全覆盖试点工作；明年1月1日
起在全省其他地区（除自贸试验
区外）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全覆
盖试点工作。

我省还同步公布了《浙江省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
清单（2019年版）》，12月1日起对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
涉及我省518项涉企经营许可事
项实行全覆盖清单管理，并定期
调整清单并向社会公布。清单之
外，一律不得违规限制企业经
营。据悉，前期，我省对地方涉企
经营许可事项按照“零许可”的要
求，对“海钓经营许可”等涉企许

可事项进行了暂停实施等调整，
实现地方层面“零许可”。

对我省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
项，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
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
务等四种方式分类推进改革。据
悉，本次公布的我省涉企许可事
项改革方式中，在中央层面改革
方式基础上，我省有174项采取了
更大力度、更优服务、更简审批的

改革举措，如我省进一步压减审
批要件和环节有121项、涉及审批
权限下放有84项。

针对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
或实行承诺制，我省相关部门分别
出台相应事中事后配套举措和告知
承诺办法。通过部门间及时推送共
享企业信息，并通过“双随机、一公
开”等方式加强监管，将相关企业纳
入监管范围，实施有效监管。

近日，由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省总工会、省中医药管理局
联合主办的全省中药炮制调剂
鉴定技能竞赛，在浙江中医药大
学富春校区举行。来自省中医
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省级和
各地市中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
院的 20 个代表队的中药师，分
别参加了理论中药学基础知识
及中药炮制、中药调剂、中药鉴
定等实践技能竞赛，展示了“杏

林人”的专业技能和工匠精神。
这也是我省中药炮制调剂鉴定
首届技能比赛。

经过激烈比拼，省中医药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朱博荣获个
人一等奖，由省总工会授予“浙
江省医院药师技能标兵”称号。
另有3名选手荣获个人二等奖，
由省总工会授予“浙江省医院药
师技术能手”称号。

通讯员于伟 摄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自即
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
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
金会”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
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华春莹说，日前，美方不顾中
方坚决反对，执意将所谓“香港人
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这严重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就

此表明坚决态度。针对美方无理
行为，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
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
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
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
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

“自由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
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
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
止任何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
内政的言行，中方将根据形势发
展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坚定捍

卫香港稳定繁荣，坚定捍卫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有记者问：中方为何对美国
有关非政府组织进行制裁？

华春莹说，大量事实和证据
表明，有关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
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
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
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
港乱局负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
理应受到制裁，必须付出应有代
价。1

通讯员盛鸥鸥报道“中小学
生睡眠不达标”话题时常登上热
搜。有调查显示，我国有62.9%的
青少年儿童每天睡眠不足8小时，
与小学生每天睡眠10小时、初中
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的标准相
距较远，可见睡眠不足是学生们的
普遍现象。台州中小学生睡眠情
况如何？他们的时间都去哪儿
了？近日，笔者走访调查了台州市
区多所学校的近百名中小学生，了
解他们的睡眠、课业及休闲活动等
时间占比。

除去课业，不少小学生还要应
对家长的“加餐”

11月26日中午11点多，椒江
区实验小学操场上，笔者随机采访
了20多名不同年级的学生。少数
低年级学生表示，回家后没有作
业，在家长的催促下，晚上8点多
就洗漱睡觉了，早上六七点钟起
床，算下来将近有10个小时。

“我晚上差不多能睡 9个小

时。”四年级学生子予牢记老师说
的“早睡早起精神好”，老师布置的
作业不多，一般在校时就能做完，
就算没写完带回家的，也不会耗费
太长时间。

五年级的杰铭却认为，自己睡
觉时间的早晚要看作业情况，“最
晚写到过9点多，睡得自然就晚
了。”同班的一帆也表示，如果作业
多的话，自己也要写到9点多，有
时还要帮忙照顾弟弟。“但写得快
的同学，7点多就能写好。”

和他们同班的小嘉和瀚旎睡
得就晚多了，除了老师布置的作
业，她们还有其他的任务，起码要
弄到晚上10点多甚至11点。写
完作业后，小嘉说自己还要被迫读
书，“妈妈找了不少课外书让我看，
有时是读高中的哥哥的教科书。”
瀚旎晚上要练架子鼓、古筝，有时
要做奥数题，碰上有舞蹈等校外比
赛时，往往午夜之后才能睡觉。“这
样的比赛还蛮多的。”

五年级的小陈睡得也很晚，让

她忙碌的是网页游戏，“一般要玩
到10点多，有时超过12点。”她的
一位同学也表示，常被她邀请一起
玩。

台州市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
小舒，一般也是晚上10点多睡，

“有时作业做到八九点，睡觉前我
喜欢看看书，或听爸爸讲故事，有
时会陪弟弟玩一玩。”

笔者随机采访了台州市实验
小学、海门小学等学校的多名小学
生，了解到的情况基本相似。多数
受访小学生睡眠没有达到10小时
标准，不少高年级学生会有额外家
庭“作业”。即便是同班同学，因效
率不同，作业完成时间也不同。有
的同学认为“趴课桌上睡不着”“晚
上睡好了，中午并不困”“中午抓紧
写作业，晚上才能早点睡”，因此没
有午休习惯。

为抓学业，多数初中生回家后
忙“充电”

随机采访椒江二中、书生中学

等学校的各年级学生，不少受访初
中生认为，睡觉时间的早晚取决于
作业的多少，除了学校作业外，还
有不少辅导班和课外作业。多数
学生表示，为了提高成绩，夜自修
回家后会主动复习或做课外习题，
睡觉时间不足8小时。但每天中
午，他们会趴着补个觉。

“夜自修结束时，我的作业基
本上也都做完了。”椒江二中初一
学生小雨说，即使这样，回到家她
也依然忙碌。“要复习今天学过的
知识，预习明天要上的内容，有空
时还会看会儿课外书，拓展下知识
面。”

晚上10点半睡觉，早上6点
钟起床，小雨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到
8小时。晚上睡得少了，中午她会
趴着睡一会儿。“但有时午休时间
会被老师挪作他用。”

因为作业在校时做完了，初二
学生小志每晚回家后，都特别渴望
能够放松下心情，他睡前会玩一会
儿手机。“有时玩着玩着忘了时间，

搞到了11点多才睡。”
11月26日晚8点30分至9点

多，书生中学校门外，笔者随机采
访了10多名夜自修下课回家的学
生。

初一的小杨背着书包匆匆往
家赶，回家后他还有不少课外作业
要做。“想保持学习成绩，就只能自
己多努力，如果自己松懈了，肯定
要被其他更努力的同学超过了。”
一天到晚，小杨只有课间10分钟
和跑操的时候能够休息下，其他时
间要么看书，要么写作业。

碰到数学作业比较多，初二学
生小张就很头大，别的同学夜自修
时就能写完的作业，他回家后还得
琢磨个把小时。“回到家就9点多
了，洗洗弄弄，10点半才能睡。”

初三学生小刘失眠有段时间
了，每晚10点，他就洗漱好上床准
备睡觉。但越想睡却越睡不着，总
要耗到12点钟才勉强入睡。“尤其
是考前或作业没完成好时，会格外
担心，以至于越想越清醒。”

“证照分离”，明年全省全覆盖
12月1日起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现全覆盖清单管理

走访台州多校采访近百名学生

多数受访学生睡眠不达标

“杏林匠人”
比武决高下

认识国徽 学习宪法

“包装”简历
不如提升充实
内在实力

中国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
休整申请并制裁支持反中乱港分子

的美非政府组织

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美丽

绍兴劳模工匠馆

迎来首批学生参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