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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人单位：
我校 2018 届共有 51 个专业，

2918 名毕业生，其中：40 个本科专
业，毕业生2436名，11个专科专业，毕
业生482名。他们具备良好的政治素
质、扎实的专业知识、过硬的实践技
能。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用人单位的
交流合作，我校兹定于2017年11月
28日举办“四川文理学院2018届毕
业生秋季校园双选会”。特邀请贵单

位参加。具体事宜如下：
一、举办时间：

2017年11月28日9：00
二、报到及双选会地点：

四川文理学院莲湖校区音乐
广场（达州市通川区塔石路中段
519号）。
三、报名时间及方式：

（一）时间：即日起至2017年11
月22日

（二）报名方式：
1、链接四川文理学院招生就

业处官网 https：//zjc.sasu.edu.cn/下
载《参会回执单》；

2、参会单位请于11月22日前
将《参会回执单》及公司《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的扫描件
一并以附件（压缩包）（格式：单位
名称+双选会）形式发送到指定邮
箱：2765621@163.com。

四、会务联系方式：
黄老师：0818-2790026 13989164990
梁老师：0818-2790026 18780848913
QQ：981824204
邮 箱：2765621@163.com
网 址：https：//zjc.sasu.edu.cn/
地 址：达州市通川区塔石路

中段519号
四川文理学院招生就业处（行

政楼1019室）

微信公众号：文理微就业

我们热诚欢迎并期盼您
的到来！

四川文理学院2018届毕业生秋季校园双选会邀请函

宣汉二中“青年论坛”
促青年教师成长

华西城市读本讯
（张鑫 记者 罗轩）为进
一步加强对青年教师的
培养，搭建青年教师成
长交流的新平台，促进
青年教师专业进步与发
展。近日，宣汉二中举
行了青年教师“翠竹林”
论坛系列活动。据了
解，该论坛活动围绕以

“青年教师专业发展”为
中心，以“青蓝工程”师
徒结对为主线，通过对
青年教师进行通识培
训、师傅上示范课、徒弟
执教最有把握的一堂
课、青年教师分享一个
成长故事和交流“对自
身影响最深的一本书”
等形式，让青年教师努
力成长为自己职业生涯
的主人。同时，提升自
己的生命质量和职业幸
福，在成就自我的同时，
提升学校的办学品位和
办学水平。

“我校青年教师发
展论坛立足于提高课堂
教学效益，加强教育科
研，推动青年教师快速
健康成长。”宣汉二中校
长张远彬说，青年教师
论坛活动是落实“当名
教师、做名校长、办名
学校”主题实践活动的
要 求 ，也 是 宣 汉 二 中
2017 年教学质量提升
的重要途径，必将有效
促进青年教师之间的
相互了解和学习，激励
青年教师勇于创新、立
志成才，争当“德高为
重、学识渊博、教艺精
湛”的名教师，为青年
教师个人事业的提升
和学校更高层次的发
展发挥着积极意义。

11月14日上午，川北医学
院举办 2018 届毕业生冬季大
型就业双选会。超过800家用
人单位，现场提供岗位 20833
个，吸引了该校及其他高校毕
业生近5000人。

“我是湖北中医药大学中
药学专业应届研究生，今年 25
岁。”上午11点，在双选会主展
板前，叶欣正在录制视频。专
业知识扎实、综合表现强的他
被重庆一家制药企业“看中”，
现场录制视频，传回总部进行
复试审议。叶欣告诉记者，他

从网上得知当天的双选会信
息，13 日下午来到南充，14 日
一早就带着简历来到川北医学
院。“这场双选会提供岗位很
多，也很优质，是川内首场医学
院校的双选会，就业平台很给
力。”叶欣说，当天他准备了 10
多份简历，都投了出去。

记者在现场看到，800家用
人单位中不乏带着编制前来招
聘的单位。现场 2 万多个就业
岗位吸引了不少毕业生，而用
人单位录取又看重些什么？重
庆市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从

2007年至今，已经连续10年参
加川北医学院双选会，今年该
医院招聘 29 人。“10 年前我们
招聘更注重学生基本知识、学
历等，现在则偏重考察学生技
能、受训经历或者工作经历。”

据了解，今年，川北医学院
共 有 2018 届 本 专 科 毕 业 生
3198人，研究生206人，高职生
433人，其中医学影像技术专业
首届本科毕业生62人。为了满
足这个“新生儿”毕业专业，学校
邀请了专业从事高端医疗影像
设备及相关技术研发、生产、销

售的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奥泰医疗系统有限公司。据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副书记、副主
任许旷宇介绍，该专业是教育部
2013年审批，学制四年，授予理
学学位。该专业毕业生卢予婕，
今年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毕业生。

据悉，川北医学院毕业生
冬季大型就业双选会已举办15
年，既是毕业生创业就业的主
要渠道，也是毕业生走出校园
与社会接轨、实现自我价值的
重要途径。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谢杰

南充市教育“三名工程”
首批12家名师工作室

高中化学蒲礼平名师
工作室 主持人：蒲礼平（南
充高中）

高中英语陆雅平名师
工作室 主持人：陆雅平（南
充高中）

高中数学谢毅名师工
作室 主持人：谢毅（南充
高中）

高中地理何从春名师
工作室 主持人：何从春（南
充高中）

高中物理胡仕敏名师
工作室 主持人：胡仕敏（南
部中学）

高中语文黄政名师工
作室 主持人：黄政（南充
市教科所）

初中语文寇远明名师
工作室 主持人：寇远明（职
院附中）

初中英语杨娟名师工
作室 主持人：杨娟（南充
教科所）

小学数学林红春名师
工作室 主持人：林红春（仪
陇县教研室）

中小学美术许红平名
师工作室 主持人：许红平
（高坪区教师进修校）

学前教育胡伶俐名师
工作室 主持人：胡伶俐
（莲池幼儿园）

中职教育郑民名师工
作室 主持人：郑民（南充
中专）

南充首批12家名师工作室启动
4名主持人来自南充高中

川北医学院双选会 2万余岗位抢人才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充分发挥
名教师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
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南充启动教育“三名工程”，建
立名师工作室。16日下午，南
充首批名师工作室启动仪式在
南充高中进行，12家名师工作
室中，有 4 家的主持人来自南
充高中。每家工作室主持人一
名，成员10人。

“南充高中 4 位老师当选
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14名青
年教师成为名师工作室成员。”
南充高中校长涂刚发言中回望
了南充高中的历史，就是一部
名师引领的历史。南充高中两
位创始人吴玉章和张澜，同时
也是四川大学创始人；1927年
建校时，首任校长刘冕毕业于
日本早稻田大学、副校长叶方
镇毕业于复旦大学。14 位老
师，4 人毕业北京师范大学，1

人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4人毕
业于四川大学。当时的数学老
师饶德滋来南充高中前在北大
担任了3年讲师。在历任的校
长中，金载庸、余晓辉、吴曼阳
均毕业于北京大学。正是如
此高贵的名师团队成就了南
充高中作为川东北最高学府
的历史地位。南高的辉武奖
学金、国炯助学金等就是名师
风范的最好传承。“南充高中
将为‘名师工作室’提供最好

的条件，为老师外出学习时间
上开绿灯，场地及设施高标准
配置。”

启动仪式上，南充市“三
名工程”领导小组宣布成立。
南充市教育和体育局局长、南
充市“三名工程”领导小组组
长黎明对首批名师工作室的
挂牌表示祝贺，希望这些工作
室成为南充教育的示范者和
带路人。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苏定伟

名师工作室怎么工作呢？
南充高中陆雅平表示，要带好
一个团队；抓好一项研究；做好
一次展示；出好一批成果。12
家名师工作室，涉及到高中化
学、英语、数学、地理、物理、语
文；初中语文和英语；小学数
学、中小学美术、学前教育和中
职教育。名师工作室以一位名
师的名字命名，是由主持人和

成员老师组成的团队。成员老
师多为当地骨干老师，跨校联
合成立。比如说高中化学蒲礼
平工作室，10名成员分别来自
教科所、南充高中、西充中学、
阆中中学、东风中学、营山中
学、蓬安中学、南充九中、宏德
中学等不同教学教研机构。主
持人蒲礼平更是当地教育界响
当当的名人。21 岁，登上讲

坛；38岁，成为四川省最年轻的
特级教师；39 岁，获得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40 岁，成为四川
省首批中小学教育专家；学生
遍及五湖四海，清华北大就有百
人之多……2015 年，他所带的
班成为最牛高考班，南高2012
级1班，53人参考，全部上一本，
平均分 626.3 分，高出一本线
98.3分，9人考上清华北大。

工作室配置：1名主持人10名成员

名师引领：成就今日之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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