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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轮友（残障人士）和家人、朋友（守护者）一起分享蛋糕。 记者 赵持 摄

慈善

呼吁

“天天正能量”
蝉联公益项目卓越奖

本报12月20日讯 记者今日
获悉，12月18日，“2015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卓越奖）”颁奖典礼在北京
举行。 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公益发起
的“天天正能量”项目，蝉联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公益项目卓越奖”。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
评选活动由《公益时报》社主办，自
2011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参
与的企业超过百家， 参评的公益项
目由最初的98个增长到如今的600多
个。 本年度的评选活动共设置了三个
奖项：企业社会责任单项大奖、公益项
目卓越奖以及公益人物奖。2014年12
月，“天天正能量” 凭借颠覆性的公益
模式和理念，首次获得“公益项目卓
越奖”。今年，再度摘得该奖项。

“天天正能量”最大的特点在于
公益理念和传播模式的创新， 面向
全社会寻找、 奖励平凡人的善行义
举。截至目前，累计发放的正能量奖
金已达1700多万元， 获奖的正能量
人物超过1200多人。

自本报正式与阿里巴巴公益开
展“天天正能量”项目合作以来，经
由本报报道并获得“天天正能量”奖
励的好人好事不断，其中借条男孩、
急救护士鲁晓颖、 转捐农民袁金华
等人的正能量事迹经过本报连续报
道，获得百姓互动、市民点赞、肯定。

■记者 张文杰

本报12月20日讯 遭
遇“史上最难就业季”的大学
毕业生们， 敢不敢去海外闯
一闯？昨日，湖南涉外经济学
院冬季大型招聘会举行，现
场特别设置了海外就业招聘
区， 为那些期待去国外工作
的毕业生提供帮助。

【待遇】
海外就业月薪或过万元

刘小梦是该校日语专业
的应届毕业生，因为日语基
础不错，她希望能在毕业后
直接到日本工作。 在她看
来，在国内尤其是湖南做翻
译，一是招聘企业有限，二是
工资薪酬一般， 出去闯一闯
机会或许会更好。在现场，湖
南一家负责劳务输出企业的
负责人张明告诉记者， 大学
生到海外工作的收入比国内
要高不少。“以日本一家株式
会社为例， 其在湖南向毕业
生推出的岗位包括人力资源
管理、通信销售、商场导购、
医疗向导等， 实习期3个月，
月薪为18万日元（人民币税
后为8000-9000元），3个月
后转正起码能达到20万日元
（人民币10700元）。”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招生
就业办主任杨武认为， 大学
生到海外工作不但收入较
高, 还能提升自己的综合素
质和修养, 为将来发展提供
更广阔的平台。“推动大学生
海外就业应该在提高外语和
技能水平， 加强相关信息交
流等方面下大力气， 这需要
各部门、 学校及相关单位的
共同参与。”杨武表示，此次

来校招人的企业和项目都经
过省商务部门和服务平台的
严格把关。

【服务】
开通劳务合作服务平台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
在国家全面实施“一带一
路”战略的新形势下，我省已
于近期开通湖南省对外劳务
合作服务平台。目前，该平台
已经建立起湖南涉外经济学
院、 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
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等
五个工作站， 同时还与中国
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对接，
并与省内省外几十家劳务公
司， 以及一些在海外有用工
需求的央企和国外雇主建立
了工作关系。 该平台还将推
出P2P网贷平台“海外贷”，
解决出国务工学生小额贷款
的问题。

据统计，2014年， 全省
共派出出国劳务人员16553
人， 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完成
营业额9496万美元，人均纯
收入约1.21万美元， 有效缓
解了省内就业压力。今年1月
至10月， 全省派出出国劳务
人员11361人。 省商务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 对外劳务合
作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
要内容， 湖南拥有丰富的劳
动力资源和良好的职业教育
基础， 但我省对外劳务合作
一直以农民工为主， 高端人
才较少。“湖南企业在国际化
进程中需要更多的高端人
才，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是
难得的机会。”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蒋艳娟

毕业生“打洋工”月薪可超万元
高校招聘会现海外招聘区 今年前10月，我省逾万人出国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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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位轮友温暖聚会感恩分享

8岁小轮友灿烂哼唱
本报12月20日讯 在长沙

美人鱼公益工作站， 借助轮椅
行动的残障人士也被称为“美
人鱼”。 今日，25位轮友齐聚一
堂参加感恩分享会， 记者跟随
轮友们的讲述， 走近他们真实
的生活，了解轮椅背后的故事。

女童练舞不慎致残

今年8岁的虹虹是活动现
场最小的轮友。两年前，因为练
舞下腰造成脊髓损伤， 从此便
只能用轮椅代步。

“她的肚脐眼以下都没有知
觉。” 虹虹的妈妈肖女士说， 两
年来，为了让虹虹康复，家里的
积蓄已经所剩无几，现在她学会
了在家给虹虹做康复训练。“我
会写字、拼音、数学，还会说一点
点的英语。”虹虹笑容灿烂，时不
时跟着现场的音乐哼唱。 肖女
士说，因为身体残疾，虹虹的活
动空间很受限，和奶奶下跳棋、
跟着手机学唱歌就是她全部的
娱乐活动。

“我们总是用正能量鼓励
她。”肖女士说，虹虹是否能重
新站立还无定论， 但首先要做
的是让她在精神上站立。

陌生轮友开车送油

57岁的周辉煌和52岁的刘
雪华是好朋友，也是彼此的“守
护者”。

“当时我开着代步车在湘江
风光带散心，走到解放路口时突
然没油了。”周辉煌告诉记者，就
在他四处张望时，远处开来了一
辆“同款车”。他向驶来的代步车
车主刘雪华发出求助，对方立马
从加油站带来了一瓶油。

因为共同的命运、 特殊的
相遇， 两人迅速成为了无话不
谈的朋友。“遇见老周的时候也
是我的人生低谷， 是他开导了
我。” 刘雪华说，2012年丈夫因
为癌症去世， 让她的生活瞬间
失去了依靠， 是周辉煌鼓励她
走出阴霾， 带她接触身边的轮
友，重拾生活的信心。

作为本次感恩分享会的筹备者，肖卓作也是轮椅上的“美人鱼”。
她创立的美人鱼公益工作站成功地搭建起残障人士交流的平台。

“我们平常会举办轮椅马拉松等活动，后期还将带领轮友们去养
老院、监狱演讲。”肖卓作说。

“希望社会加强无障碍设施的建立，方便我们残障人群的出行。”
肖卓作向记者表露了她的呼吁和心声，“希望社会关注残障人群与
其背后的守护者，为这两类人群提供就业机会和岗位。”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谈馨

随着国内特别是长沙移动互联网产业的迅猛发展， 到长
沙高校招聘的移动互联网企业也越来越多。12月19日，广州有
车以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来长沙招聘， 吸引了近百名高校毕
业生投递简历。

“我们全力打造的‘有车以后’新媒体矩阵，去年上线不久
就得到了上市公司蓝色光标的投资， 吸引了长沙多所高校近
百位毕业生前来应聘。”广州有车以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徐晨华告诉记者。

湖南大学就业办主任贺迅告诉记者，今年到该校招聘的移动互
联网企业比去年明显增加， 不少毕业生看好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
希望在这个新兴行业里实现自我价值。 ■记者 甄荣 实习生 赵洁

相关新闻

移动互联网企业频繁进校园招聘

关注“轮椅人”和“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