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弯腰一秒”
感染更多市民

2日晚在文昌商圈，星火志
愿者以文昌阁为中心， 南至苏
北医院，西至扬州中医院，分成
几组， 分头在主要路段捡拾烟
头。志愿者队伍中，不乏一些年
幼的面孔。 当天志愿者里有一
对母子，母亲叫叶虹，是星火志
愿者协会志愿者。 她的儿子叫
张烨新， 是育才小学四年级学
生。张烨新年纪虽小，在“弯腰”
活动中没有丝毫不耐烦， 干劲
十足。

“有市民看到我在捡垃圾，
觉得很不好意思， 就主动把垃
圾收起来。”志愿者樊天转说。

记者了解到，“弯腰一秒、
捡起文明” 活动旨在鼓励大家
从小事做起、 从身边的事情做
起，活动将常态化，扬州星火志
愿者协会会在每周六定期举
行。

仪征、宝应、高邮三地也将
常态化开展此项活动。“烟头不
落地，扬州更美丽”，扬州各地
志愿者将伸出自己的双手，弯
腰一秒，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号
召大家加入到环保的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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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丁文哲

本报记者 赵磊

2日下午6点， 一群志愿者
身穿红马甲，一手拿着竹夹子、
一手拿着垃圾袋出现在市中心

文昌商圈，他们沿着马路，一次
次弯腰捡拾路上的烟头……这
是扬州星火志愿者协会30名志
愿者正在开展“弯腰一秒、捡起
文明”活动，当日，高邮、宝应、
仪征三地志愿者和扬州星火志

愿者协会联动，上街捡拾垃圾，
传递文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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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企3000个岗位抢招“小工匠”

“8小时工作制 ，双休 ，缴纳五险一
金，工资增长有机制……”现场，扬州鑫
扬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招聘工作人员
刘彬扯着嗓子卖力地向学生介绍着企业
的工作薪资与福利，不过，让刘彬没想到
的是， 学校2018届机电一体化的学生几
乎都有了“去处”，现在来咨询的都是明
年才毕业的学生。“其实挺着急的， 但没
办法， 只有先和学生接触， 再和学校预
订，如果再晚就又要等。”

今年江苏省应届高校毕业生总数达
到56.2万人，比去年增加0.6万人。在总体
就业压力不减的形势下， 高素质的技术
技能型人才就业毫不发愁。 来自山东的
15IHK机电技师本科班裴腾辉， 三年前
进入扬州技师学院中德机电一体化技师
班学习。2017年，裴腾辉在江苏省大学生
机器人大赛中获交叉足机器人项目一等
奖、体操机器人项目一等奖。拿奖拿到手
软的他虽然明年才毕业， 却成了招聘会
上炙手可热的“小工匠”。

“现场2018届毕业生只有400人，只
占三分之一，且大部分已经就业，今天主
要面向2019届毕业生。”扬州技师学院招
就处处长王新文介绍， 现场100多家企
业，3000多个岗位，毕业生供不应求。

机器人专业就业形势一片大好

在招聘会上记者看到， 机器人专业
的学生就业形势一片大好。“开设机器人
专业前， 学校在机电一体专业中开辟了
机器人方向，从这两年就业情况来看，无论是安装、调试，还是操
作、维修的学生都非常抢手。”王新文说。

招聘现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三研究所、扬州中集
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 扬州鑫扬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都是冲着机
器人专业而来。这些企业开出的录用条件也诚意十足。实训期间每
天的薪资为100元-150元，定级后4000元/月-6000元/月，年终奖达
到6000元-7000元，缴五险一金、带薪休假……

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庞建林亲自出马， 一直忙
着招呼学生。“我们公司有个数字化教导车间已经初步建成， 现在
最缺的就是机器人操作人员。”庞建林说，扬州技师学院去年建成
了机器人实训基地，公司特意去考察过，从那里培养的学生简直就
是为公司量身定制的，但是该校机器人专业的学生明年才毕业，现
在就得预订，再晚说不定就被抢光了。

据介绍，近年来，江苏省扬州技师学院紧扣扬州地方经济发展
的脉搏，及时调整了专业设置方向，开发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智能
制造等新专业，满足了企业经济发展的需求，毕业生本地就业率均
达到90%以上，为扬州本土企业输送了一批批优秀技能人才。

通讯员 罗潇 记者 楚楚

今起气温上升 后天最高温32℃
扬州已经真正进入“夏天模式”

本报讯 （记者 丁云） 近
三天云系增多，气温基本平稳，
慢慢上升， 预计后天最高气温
32℃。

今年从5月27日开始就已
真正迈入夏天。一般来说，扬州
入夏时间在5底6月初。 专家表
示，进入夏天后，并不意味着酷
热就来了， 还有一个渐进的过
程。近三天就是“白天有些热、
早晚舒服”的格局。

今天多云到阴， 局部有时
有小雨，东南风3-4级，早晨最
低气温:18℃到19℃， 白天最高
气温:28℃到29℃。 明天多云到
晴，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
白天最高气温 :30℃到31℃。后
天晴到多云 ， 早晨最低气温 :
20℃到21℃， 白天最高气温 :
31℃到32℃。 从目前最新的气
象资料看，7日多云到阴；8日多
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我市幼儿园免费师范生昨天面试———

竞争激烈
577个人选20个

昨天，2018
年扬州市委托培
养五年制学前教
育专业免费师范
生面试在竹西中
学举行。今年我市
委托培养五年制
学前教育专业免
费师范生报名火
爆，全市共计577
人报名，争夺20个
名额。据悉，今天
面试结果将公布，
由考生所在学校
通知考生。通过面
试的考生需于6月
7日前正式报名。

提醒
面试合格者6月4日-6日填报志愿

昨天，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面试合格的考生 ，在6
月4日-6月6日填报志愿。 与普
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可同时兼

报。
据悉， 幼儿园免费师范生

招生安排在中招提前批次录
取， 录取方法： 按招生计划从

中考升学总分高分到低分录
取，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624
分。

值得提醒的是 ，已被录取
的学生不得调整录取学校 ，如
果未能录取 ， 不影响普通高
中、职业高中的报名 、录取 。入
学前需与录取学校 、生源所在

县 （市 、区 ）、市教育主管部门
签订协议书 ，承诺毕业后回生
源所在地从事幼儿园教学工
作不少于五年 。如本人未能在
扬州落实相关工作 ，可由生源
地教育行政部门协调推荐就
业。

记者 楚楚

背后
577人竞争20个名额

据悉，此次全市共计577人
报名，争夺20个名额。

“这个毕业以后好找工作，
为什么不让孩子试试呢 ？”“家
里条件一般，这个上五年，全免
费，干嘛不让孩子读？”采访中，

很多家长这样说。
“幼儿园免费师范生对于

那些成绩不是太优秀， 读四星
高中无望的中考生而言， 是非
常好的选择 。”采访中 ，一位老
师介绍。

记者了解到， 面试的基本
要求是，仪表端正大方，手指完
好无损；行走步态无明显跛行，
脊柱无明显侧弯，无驼背；面部
无畸形，无3×3平方厘米以上的
疤痕、血管瘤或白癜风、黑色素
痣等； 男生身高要求1.60米以
上， 女生身高要求1.50米以上；
身体健康。 有一定的普通话基
础；语言流畅自然、口齿清楚 ；

有一定继续学习音乐、 美术和
舞蹈的基础；而初中阶段在校级
及以上的普通话（演讲）、音乐、
美术、 舞蹈等比赛中获奖或受
表彰者，或在音乐、美术、舞蹈等
方面有特长者可适当加分。须出
示相关作品、证书原件。

根据幼儿教师资格证报考
要求， 有各种急慢性肝炎的、色
盲或色弱等的考生须慎重报考。

各地志愿者联动上街捡垃圾———

街头“弯腰一秒”
城市美丽十分

窨井里的烟头让他很受触动

“活动主要是捡拾街头烟
头，虽然有环卫工人做清洁工
作，但是掉在草丛里或者角落
里的烟头难以打扫，这影响了
市容市貌。” 朱爱东给记者出
示了一张照片，“这是我前段
时间工作过程中，无意中拍下

的街头窨井盖中的大量烟头，
实在是很不雅观。”

记者看到照片中的烟头
密密麻麻，看样子被人丢弃在
窨井中已有多时。朱爱东由生
活中的这一幕想到 ， 捡拾烟
头，需要城市里的环卫工人一

次次弯腰捡起。 烟头个头小，
容易掉在砖缝里，大多时候需
要环卫工徒手抠出来，十分辛
苦。“这也是我想搞这次活动
的初衷，正好扬州今年制定出
台‘文明有礼二十四条’，成为
‘市规民约’，此次活动也是积
极响应‘文明有礼二十四条’，
各地志愿者联动形成声势，为
提升城市文明助力。”

又是一年毕

业季，当大学毕业生们正在
紧张找工作时，不少职业院校、技
工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们早已落实

了工作单位。近日，江苏省扬州技
师学院举行2018年大型校园招聘
会，100多家企业参会。 令人意外
的是， 参与招聘的企业已经将目
光“盯”上了2019届毕业生。

举办专题培训 提升复议应诉能力
本报讯 （黄金龙） 近日，

我市举办全市行政复议应诉专
题培训，学习贯彻落实《江苏省
行政应诉办法》《行政复议答复
工作基本规范（试行）》，推动复
议应诉工作规范化， 提升我市
机关正确回应百姓诉求能力。

培训主办方邀请省政府法
制办相关专家对两个文件进行

了详细解读。 专家重点对行政
复议应诉承办机制、承办职责、
出庭纪律、裁判文书处理，以及
行政复议的书面答复材料制作
和证据材料的采集作了讲解，
并用生动案例对涉及重大公共
利益、 社会高度关注的复议应
诉案件作了辅导， 全面提升了
参培者的办案水平。

现场
形体、语言、音乐、舞蹈、美术都涉及

昨天上午8点30分， 竹西中
学门前已经聚集了上百名家长。
上午，来自市直学校、邗江区学
校、江都区学校、景区学校、开发
区学校、广陵区学校、生态科技
新城学校的考生来面试， 下午，
则是来自宝应县学校、高邮市学

校、仪征市学校的学生来面试。
学前教育专业面试内容共

分5个环节， 分别是五官形体、
语言表达、音乐、美术、舞蹈。面
试总分共100分，60分以上 （含
60分）为合格，面试成绩不计入
中考总分。

记者看到， 考生们按照要
求， 做一些简单的形体动作 。
“测试内容还包括手型检查、仪
容仪表体型目测、 身高测量。”
语言表达， 则给每个考生一篇
文章，要求朗读，并按指定话题
进行交谈。 音乐则清唱一首自
选歌曲（片段），根据抽签，进行
模唱和节奏模仿； 有乐器特长
的考生可以加试乐器， 乐器自
备 。 美术测试内容则是看色

谱，同时临摹简笔画。不少考生
是画一只黄色的小鸭子。 舞蹈
则要求现场模仿舞蹈动作。

“这次面试其实不是选拔
性考试，只是过关性的，我们主
要是看这些孩子是否具有将来
做幼儿园教师所需要的继续学
习的能力。” 苏州幼儿师范专科
学校副校长吕虹介绍，面试分合
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第。面试合格
及以上者有资格填报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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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志愿组织联动
街头捡起文明

当日下午6点多，扬州星火
志愿者协会、 高邮红星志愿者
协会、 宝应金麦穗爱心协会和
仪征义工联的志愿者们在各自
城市举行 “弯腰一秒、 捡起文
明”为主题的捡拾垃圾活动。

6月2日晚， 仪征市国庆路
步行商贸一条街上， 仪征义工
联的环境保护志愿者， 边捡拾
垃圾，边高呼“弯腰一秒、捡起
文明”口号，呼吁市民不乱扔垃
圾，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记
者了解到，此次“弯腰一秒、捡
起文明” 由扬州星火志愿者协
会发起，和宝应、仪征、高邮三
地志愿组织联动。

扬州星火志愿者协会负责
人朱爱东介绍，今年五月份，扬
州 “第一届志愿服务展示交流
会”召开，志愿组织之间达成公
益联动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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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幸福就是生病有人照
顾、孤独有人聊天，现在的生活我
觉得很快乐。”

一些家长还为孩子们记录下
了成长印记。 姜安杰同学平时学
钢琴，在第一次拜访老人时，发现
老人也喜欢钢琴， 便现场弹奏了
一曲《梦中的婚礼》，引来老人连
连点赞。他与老人约定，有空常来

切磋琴艺。这一切，都被姜安杰的
母亲用文字记录下来。

“孩子在提供志愿服务的同
时 ，学到了人生道理 ，感受到助
人的喜悦。”扬大附中高一（9）班
学生杨慧的家长告诉记者，孩子

与同学结伴看望新庄新村一位
独居老人，得知老人十几年与癌
症作斗争 、 坚持常年捐款行善
后 ，内心触动很大 ，表示自己也
要做一个积极向上、踊跃助人的
好人。

据了解，近年来石桥社区党
组织紧紧围绕社团党建 “六联 ”
工作法 ， 积极打造社区社团党
建示范基地 ， 充分发挥新天地
社团党建联合会作用 ， 社区成
功申报多个省市级公益创投项

目 ， 为辖区老人提供源源不断
的服务。

“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在青少年这一代加强引导，尤
其重要。” 社区党委书记赵建认
为，让孩子们参与为老服务项目，
有助于培养他们良好的人生观、
价值观，帮助他们成长为知感恩、
存善心的好青年。

（上接1版）依靠科研和贴身服务
打开了国内外市场。 国内1700多
座回转窑中，有1/3选用了该公司
生产的燃烧器。

“我们与扬州大学、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 盐城工学院建立了产
学研合作关系。”韦维介绍，“高校
科研资源帮助我们提升产品性
能，满足不同区域市场的需求。”

2008年，针对钢铁、化工等行
业可燃废气的热值过低， 单一气
体无法满足需求， 银焰机械自主
研发出混合气体多通道燃烧器，

打开了天然气燃烧器市场， 不但
帮助下游企业提升了燃烧效率，
而且实现废气回收、降低排放。

近年来，国内水泥企业限产，
银焰机械由于不断研发新产品，
不但在国内拓展了新市场， 而且
还打开了国际市场。前几年，该公
司产品就销售到阿塞拜疆、 俄罗
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韩国
国内有8条回转窑生产线，韩国企

业去年从银焰机械订了一套设
备，最近又下了4套订单。

“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正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 对建材
需求量很大， 为国内相关企业提
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韦维说。

研发远程管理系
统服务下游企业

“与国外企业竞争，本土企业
优势在于贴身服务。” 韦维介绍，
在水泥生产企业设备中， 燃烧器
是易耗品，不但要在高温下工作，
而且一个小时要输送七吨半煤，
磨损严重。

与国外同行相比， 银焰机械
产品拥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同一
种性能的产品， 从国外进口需要
100多万元， 银焰机械售价20万

元。不仅如此，银焰机械还提供维
修服务， 下游企业将损坏的燃烧
器送来维修，只要花原价1/3至1/
2的费用，就可以再次使用，大大
节约了成本。

据了解， 银焰机械正在研发
远程管理系统， 帮助下游企业提
升生产效率。“通过这套系统，可
以远程监控产品运行状况， 帮助
下游企业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韦维笑着解释，“产品就像嫁出去
的女儿，日子过得好不好，需要跟
踪指导。”

老人身边来了两百个“开心果”

扬州造燃烧器畅销“一带一路”

考生排队面试。 董辉 摄

面试现场。 董辉 摄

志愿者在捡垃圾。 王卓 周晓明 摄

C

1

C:\library\RB\RBA06\06$04\RBMSB01604C.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