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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隐隐于市

——探秘九龙半岛人文艺术
这里有全世界最大涂鸦艺术作品群，这里有全国
首个洞穴抗战博物馆，这里停靠着中国自行研发制造
的第二代导弹驱逐舰……这里有大隐隐于市的自在与
自信，这里是九龙坡区九龙半岛。初秋，请跟随记者的步伐，一
起走进蝶变后的九龙半岛，看文化与艺术如何在这座九龙半岛
上共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慢下来

2021年9月17日 星期五
责编 余麟 视觉 张超
图编 陆晓霞 责校 罗文宇

让生活

场景 1：江边纸鸢

场景 2：九龙博物

重庆九龙滩，人们把这份诗意过成了生活中日常。
位于九龙滩一侧的万里长江图上，
长江流域壮丽河山徐
徐展现。走完这 200 米，你已在画中。儿童乐园、观景
平台、
沿江步道……目之所及，
皆是幸福光景。
据悉，九龙滩广场是“两江四岸”十大公共空间之
一，
全长 2.2 公里，
第一期已基本完成。九龙滩在两江四
岸中独具特色，未来，将与杨家坪商圈、建川博物馆群、
龙凤寺、
防空洞等文旅资源联动，
形成九龙滩旅游区。

皎洁的月光、
无尽的江水、
沉默的历史，
在九龙滩神
奇地汇合。就要说到九龙坡的博物馆。
第一个火起来的，
是重庆建川博物馆。这是一个建在是抗战
兵工生产洞里的博物馆，
有8个主题博物馆，
文物藏品4万余件。
这个夏天，
166舰是重庆的绝对
“宠儿”
。这艘由中国
自行研制的 051 型第二代导弹驱逐舰，
曾横跨太平洋，
代
表中国人民海军首次访问美国和南美。
“功成身退”
后的
166舰已化身166舰陈列馆，
停靠在九龙坡建设码头。

应聘时当面试官问
“为什么离职？”

你怎么回答最得体?

有一句话叫“金九银十跳槽季”，在跳槽时，或许大家被 HR 问到的第一句话往往都是：为什么选择离职？最近，28 岁的胡女士就
因为公司效益不好准备跳槽，
但在接到一些 HR 的电话时，
第一句话基本上都是为什么离职，
对此她有些不知所措。那怎样回答才最
得体呢？一起来看看专家的建议。
不大，我继续待下去发展情景并不太好，因此
好的公司，可以说几乎没有，这种机会可遇不
被问离职原因不知如何作答
想换个环境提高一下自己。
可求。找工作，不仅仅看地点，要看自己更注
“为什么离职这个问题真的好难回答！”
评分：
6分
重哪些方面。
家住大学城的胡女士，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公
点评：应该从自身出发去分析原因，而不
3. 转移话题
司做管理，准备跳槽的她最近投递了一些简
是从公司出发。
王先生，28 岁：我更喜欢有挑战性的工
历，
“ 每个联系我的 HR 都要问我为什么会离
2. 因地理位置
作，现在贵公司的岗位和工作内容我都进行
职，都不知道如何回答好。
”
杜先生，27 岁：我工作的地方在渝北，而
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如果我入职贵公司，无论
胡女士离职的真正原因是入职几年都没
家住在大学城，每天通勤时间太长，我想选择
是对个人提升以及对公司创造的价值，都能
有升职，加上公司效益也不怎么好，她上起班
一家离家近一点，专业对口，发展前景又比较
取得双赢。
来没有激情和动力，如果实话实说总感觉没
好的公司。
评分：
4分
有升职是自己能力不足，说公司效益不好也
评分：
4分
点评：一定要正面回答 HR 的问题，如果
感觉在说前公司的不好。
“我的回答都是含糊
点评：离家近，专业对口且发展前景比较
转移话题，
HR 会觉得你动机不纯。
其辞的，比如说想换个环境学习一下。”胡女
士告诉记者，尽管 HR 让她尽管放开讲，但她
专家建议 任何原因都不要复制到新公司
不知道怎么回答更得体，
显得有些尴尬。

你会怎么回答
“为什么离职”
？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职场人士跳槽高
峰，可在应聘时如何回答 HR 的“为什么离
职”？虽然每个人跳槽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很
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最得体。对
此，记者采访了部分求职者，并邀请汇博招聘
人力资源总监刘嘉为他们把脉支招。
1. 因发展情景
杨先生，35 岁：从大学毕业一直在同一家
公司工作，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就目前
公司的发展状况来讲，薪资稳定，人员流动性

巾帼庆丰收 携手兴乡村
璧山区妇联开展农村留守妇女
“双学双比”
技能竞赛活动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员 钟昌群）昨日，
由璧山区妇联主办的
“巾帼庆丰收 携手兴乡村”
——璧山区
妇联农村留守妇女
“双学双比”
技能竞赛活动在丁家街道莲花
坝村举行，共计 100 余人参与本次竞赛活动。
璧山区妇联副主席李高超参加活动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
话，
她希望基层妇联组织要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
“双学双
比”活动，希望广大农村妇女成为“乡村振兴”的先行者，积极
投身乡村振兴战略，
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实践者、推动者和受
益者；
希望所有参赛的姐妹们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友谊、
赛出乡风文明新风尚！
本次竞赛活动将比赛项目和农村生活生产紧密结合，共
设置了原地抛掷菜苗、筛豆子、削土豆皮三个比赛项目。整
个运动会气氛热烈，经过激烈的角逐，参赛的姐妹们都取得
很好的成绩，璧山区妇联副主席李高超为她们颁发了奖牌
和纪念品。

巧手做月饼 浓浓中秋情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员 邵丹）
“今天我
们在社区里学会了做冰皮月饼，以后就可以在家自己做了。”
近日，大渡口双林社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的中秋节活
动，让数十位群众学会做月饼。
“ 制作月饼时，一定不能用蛮
力，
手要灵活。先揉面团、再包馅、最后放模具内按压成型，
一
个冰皮月饼就做好了。”
社区工作人员同时对食用月饼的饮食
禁忌进行了讲解。

未来几日重庆仍有雨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据市气象台预

汇博招聘人力资源总监刘嘉告诉记者，
应
聘面试时，
HR 一般通过
“你为什么离职？
”
来了
解求职者对工作的要求和态度，
以及入职后的
稳定性，
比如从你离职的原因中，
HR就能分析
出求职者在离开前公司的原因会不会被复制。
那么，这一问题怎么回答呢？如实回答
才是对新求职企业的尊重。当然，回答问题
也有技巧，如果原因是家庭类的具体原因，实
事求是就是。比如：家庭搬迁，家里没人带小
孩等。而如果是因为个人发展的话，可以从
自身的发展出发，比如：我现在已经 30 多岁

了，想在黄金年龄再冲一冲等等。或者自己
有更明确的规划。
虽然要如实回答 HR 的问题，但又有些
重要的地方需要注意：
1、避免过多地抱怨原公司或单位，损害
前公司形象，
也不要损害自己的形象。
2、每个人离职的原因都有所不同，无论
离职的原因是什么，都要尽量保证以往工作
的离职原因不会复制到新公司，
HR 就不会觉
得你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离开。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春莲

太悬了！老人的 300 万元差点被骗
幸好反诈民警及时阻止

▲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进行劝阻

警方供图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春莲）
“警
察同志，
我们这里有个客户感觉是被电信诈骗了，
我们怎
么劝都劝不住，需要你们支援！”9 月 15 日下午，重庆市
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杨家坪派出所接到 110 报警，来电
人是兴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很是着急，
“客户是一名快 70
岁的老人，
比较固执，
金额也有点大。
”
其实，接到电话时，民警已经在赶往银行的路上了
——几分钟前，九龙坡区反诈中心将一条预警指令发到
了派出所，
蒋先生一直在接听诈骗电话！民警赶到现场，
很快就发现事情很严重——蒋先生已经在柜台填写好
《个人汇款及无卡存款申请表》，准备即刻汇款，
而转账金
额达到了 300 万元！更令人紧张的是，蒋先生仍在接听

电话，对方一催，随时可能转账。
“好在见到了人，这种劝
阻最怕一直联系不上。
”
出警民警张文欣说，
尽管情况急，
但没乱阵脚，
而蒋先生看到民警出现，
也暂停了转账。
不过深陷其中的蒋先生还没醒悟，反倒煞有兴致地
向民警介绍起自己参加的投资项目。据了解，
蒋先生今年
69 岁，
10 天前，
一名自称中证金服投资理财客户经理刘某
添加他微信，
然后向其推荐投资产品。由于语言
“专业”
，
蒋
先生很快着了道，
在对方的指引下，
计划对一个以某债券收
益权为名的理财产品进行投资，
金额300万，
对方称投资期
三年，
年化收益率10%。事发当天来银行就是来转账买理
财的，
不想遭遇了银行工作人员
“百般阻挠”
。
张文欣查看了蒋先生的微信聊天记录，根据聊天内
容，
初步找到了三处疑点：
“首先他号称是债券投资，
应该
打款给银行监管账户，而对方这个账户就是一个普通的
对公账户，
我看有点问题；
其次，
对方是在网上添加的你，
也给不出任何的具体资质，这恐怕不能轻信；最后，这么
多钱投资进去，
没有白纸黑字的合同，
光靠聊天记录作为
凭据，您放心吗？”张文欣的“灵魂三问”显然让蒋先生动
摇了。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蒋先生表
示愿意相信反诈民警的专业判断，300 万疑似诈骗款项
未打款成功。
尽管让蒋先生删微信、拉黑对方电话，
但民警还是不
放心，为保证他不被诈骗分子“洗脑”，去其他银行转款，
民警联系到蒋先生的女儿，请她进一步开展家庭内部说
服，
以防被骗。

计，
未来几日重庆大部地区仍有大雨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9 月 17 日 ：小 雨 到 中 雨 ，22℃ ～27℃ ；9 月 18 日 ：阵 雨 ，
22℃～28℃；9 月 19 日：
阵雨转多云，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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