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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我生活 唱我梦想 乐享营养
快线!

赢取10000元音乐梦想基金！
现在就关注娃哈哈官方微信，

发送“好歌曲报名+姓名+省份及城
市+手机号码”，并把这条消息分享
给你多才多艺的小伙伴们，就可以

来参加比赛了！
2014年1月3日,由娃哈哈营养快

线冠名的中央电视台三套《中国好歌
曲》栏目将正式开播。由CCTV3《中国
好歌曲》 栏目授权娃哈哈，2013年12
月-2014年3月在全国范围开展中国
最高级别平民选秀活动———营养快

线“中国好歌曲”原创歌手大赛。
参赛对象：所有热爱创作歌曲

的参与者， 每人凭2张娃哈哈营养
快线产品标签， 即可个人报名参
赛。报名不限年龄、职业、性别、曲
目、唱法，参赛需自备伴奏带。

比赛内容：自我介绍、原创歌
曲演唱及个人才艺展示等。

报名方式：

1、 电话报名 ： 湖南地区
0731-84413361。

2、地面报名：前往娃哈哈地面
促销活动报名点进行地面报名。

3、 网 络 报 名 ：http://ent.
cntv.cn/zghgq/

4、微信报名：关注娃哈哈官方
微信，发送“好歌曲报名+姓名+城
市+手机号码”即可完成报名。

活动流程： 报名———城市海选
（前3名晋级省级总决赛）———省级总
决赛，大赛评比采用综合评委评分及
现场观众投票来确定晋级人员。

奖项设置：省级总决赛产生冠军、
亚军、季军各1名，分别奖励10000元、
5000元、3000元音乐梦想基金，更有机
会参与CCTV3《中国好歌曲》节目录
制，与《中国好歌曲》学员同台演绎！

经济信息…

娃哈哈营养快线“中国好歌曲”原创歌手大赛

曙光学子齐登台，智答犀利提问
肯德基曙光基金打造优秀毕业生，专家：资助+实践+社会服务的曙光模式缓解“应聘难”

【感言】
曾经自卑一学期难讲三句话
而今自信骨子里觉得自己棒

一直以来，大部分的受助生
性格内向、自卑，不易融入社会，
更不愿意亮出自己的受助身份。
然而在10日的舞台上， 这群开
朗、热情、自信的孩子们彻底颠
覆了大家对受助生的印象。

“我以前一个学期在班上能
讲三句话就算不错的了，现在的
我呢，经常滔滔不绝，感觉骨子
里都自信起来，就是觉得自己特
美特棒。这就是曙光基金带给我
最大的改变。”在访谈环节，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大三的学生刘晓
玲说，作为一名曙光学子，除了
学费资助，餐厅实践以及社会服
务项目让她受益终身。

何志荣是一名来自农村的
学生， 在肯德基餐厅实践时，他
充当着“骑手”的角色———送外
卖。“我以前是个内向的人，不上
课就整天埋在宿舍看书。送外卖
需要与人打交道，现在我交了很
多朋友，同学也说我比以前有趣
多了。”

访谈中，学子们向主持人讲
述了他们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以及在餐厅实践和社会实践过
程遇到的奇闻趣事，毫不掩饰自
己作为曙光学子的骄傲。他们自
信投入的表达和青春逼人的朝
气，引来台下粉丝团的阵阵掌声
和呐喊。

【实践】
餐厅内从容应对各种刁难
招聘场妙答尖锐问题

在餐厅实践中，学子们会遇
到各种突发情况和一些故意刁
难的顾客，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有一个顾客点了八个汉
堡、几十对鸡翅，下单完毕准备
结账时，他突然说不要了。”面对
这样无厘头的顾客，曙光学子小
凡始终要求自己保持微笑，耐心
地帮顾客退订，“我们在培训时
都学习过，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一定要保持心平气和。”小凡说，
参加餐厅实践最大的好处就是

能提前进入职场，与形形色色的
人物接触，学习应付各种突发状
况。

在模拟招聘环节，对于如何
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如何面对
职场竞争，曙光学子们颇有自己
的想法。

“在公司的一个大型活动
中， 领导只安排你去做接待工
作，而你认为自己应该承担更重
要的任务时， 你会如何面对？”
“服从领导安排首先是一个员工
的基本素养， 在接待工作时，我
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把接待
工作做得完美无缺，让领导赏识
我，争取更重要的任务”……面
对一个个尖锐问题，同学们给出
的回答深得嘉宾赞许。

【幕后】
曙光基金模式缓解
“招聘难”“应聘难”

中国肯德基曙光基金是百
胜旗下肯德基与中国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在2002年9月合作成立
的，长期资助品学兼优但家境贫
困的在校大学生。它是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
以来资助贫困大学生基金中规
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个助学基
金。一期、二期的资助总额已超
过8000万元， 逾15000人次的学
子受益。

自曙光基金运作以来，已经
有近60名长沙的学子受到资助。
肯德基相关负责人介绍：“餐厅
就是一个小社会，许多学生经过
实践，性格变得积极主动，沟通
能力大大增强。餐厅的运营系统
也大有学问，在这里可以接触到
管理、营销、财务、物流等经验，对
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而言很
有价值。”

“曙光基金的模式值得借鉴
和推广。如果大学生们都能像曙
光学子那样未雨绸缪， 提前练
兵，如果有更多的机构愿意为大
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机会， 企业
‘招聘难’和大学生‘应聘难’的矛
盾将迎刃而解。” 智联招聘人力
资源专家彭帅表示。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贺卫玲

本报12月16日讯 2014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达727万
人， 比被称作“史上最难就业
年” 的2013年还要多出28万！
如何尽快找到一份满意的工
作， 成为众多毕业生最为关注
的问题。近日，长沙环保职院举
办的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传来好
消息： 该校九成的毕业生已经
签订就业协议， 环保专业的对
口就业率超过往年。

郭友壮是该校环境工程系
的一名毕业生。 在当天的见面
会上， 他成功投递出10份简
历。 有两家企业甚至现场提高

待遇请他即刻去上班。 郭友壮
认为， 自己从大一就开始的专
业实践经验是成功法宝。 他还
发现， 今年到校招聘的环保类
企事业单位比去年多， 而且职
位和待遇都增加了不少。

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陈励
介绍， 学校于2009年4月成立
环保职教集团。4年间， 学院
以集团为依托， 先后建成10
个国家级和省级的培训和实
训基地，武汉天虹、永清环保
集团、 深圳天得一等10余家
企业在学院开设“订单班”。
陈励认为，“订单班” 的开设

一方面能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拓宽毕业生就业门路； 另一方
面， 也能帮助企业输送其需要
的专业人才。

同期举行的环保职教集团
产、学、研暨长沙环保职院校、
企、 友2013年合作论坛上，学
院党委书记李倦生表示， 该院
依托环保行业牵头打造“环境
保护职业教育集团”，积极探索
产学对接、校企联合办学，已经
成为我国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
型环保一线人才的最大基地。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刘彦妮

“有的大学生为了应聘去购买名牌服装，你如何看待
这种现象？”、“如果面试官更青睐有两三年工作经验的
‘老人’，你如何证明你能行？”……12月10日，湖南某电
视台演播厅，15名即将毕业的曙光学子上演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型”秀活动。

这是肯德基曙光基金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曙光学子
举办的一场人才推介活动。因为家境的原因，这些孩子均在
曙光基金的资助下完成学业，除了在大学期间获得2万元资
助外，还需参加肯德基餐厅实践以及社会服务项目。

环保专业开设“订单班”
九成学子能对口就业

2013 湖 南 大 学 暨 湖 南
MBA联盟MBA企业案例大
赛，于12月15日在湖南大学举
行。来自全省6所高校的14支队

伍参赛。此次比赛以“科学合理
分析度， 团队合作互补、 默契
度，PPT制作效果，现场应变能
力与口才” 等方面作为评分标

准， 并且以商业实战案例为比
赛项目。 最终湖南大学春秋联
盟队的选手获得冠军。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京

国内首个留学系统GAEA�
(盖娅)�于近日正式上线， 该系
统由新东方前途出国独家研
发，涵盖美国、英国等9个热门
留学国家或地区以及5000所
院校信息和五万个申请案例。

据悉，GAEA系统是一种
线上留学咨询工具和信息搜
索平台，学生可以通过综合排
名、地区、城市、目标、学位、入
学季等诸多限定条件寻找适
合自己的学校。 该系统几乎每

周都会更新一次内容， 关于专
业介绍、学分、课程、方向分支
等细节信息也会有专门的老师
负责更新。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刘博

湖大学子摘得MBA企业案例大赛桂冠

国内首个留学信息搜索系统上线

12月10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15名优秀的曙光学子在演播厅自信地展示
自己的风采。 记者 范远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