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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阅读短文一，然后在考卷上回答问题 1、2 和 3。

短文一

择业

	 一晃眼，快毕业了！在这春意盎然的日子，子翔却眉头紧锁，心情仿佛深秋的颜

色，“去哪儿？我能做什么？”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小时候，邻家姐姐去山区支教，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工作曾让子翔向往；他也想过能救

死扶伤。然而，随着成长，他对儿时的理想不再热衷。毕业在即，先自立更生，找到一份

工作比追求理想更重要，这样也会免去父母的唠叨。

	 很多毕业生择业时，会做出和子翔一样的决定。其实，年轻人找工作应尽量考虑所

修专业。无论学什么，通过努力都会掌握很多相关知识。要是工作能与专业对口，那就学

有所用。不管做什么工作，一开始都有很多要学的，由于有专业知识，工作起来上手也更

快。

	 择业时，要结合个人喜好。对所做工作不感兴趣，工作时会没有动力。职业兴趣也影

响在职时间长短，人们会因不喜欢而跳槽。而且，兴趣也是个人在职场能否走向成功的关

键。

	 性格特点和工作也相关。那些懒惰的人，成功的机率较小；开朗大方的人，更容易与

同事合作。在生活上注重细节的人，在工作中也会一丝不苟。这些长处，有时会让人在职

场上“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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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阅读短文一，然后在考卷上回答问题 1、2 和 3。

短文一

择业

	 一晃眼，快毕业了！在这春意盎然的日子，子翔却眉头紧锁，心情仿佛深秋的颜

色，“去哪儿？我能做什么？”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小时候，邻家姐姐去山区支教，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工作曾让子翔向往；他也想过能救

死扶伤。然而，随着成长，他对儿时的理想不再热衷。毕业在即，先自立更生，找到一份

工作比追求理想更重要，这样也会免去父母的唠叨。

	 很多毕业生择业时，会做出和子翔一样的决定。其实，年轻人找工作应尽量考虑所

修专业。无论学什么，通过努力都会掌握很多相关知识。要是工作能与专业对口，那就学

有所用。不管做什么工作，一开始都有很多要学的，由于有专业知识，工作起来上手也更

快。

	 择业时，要结合个人喜好。对所做工作不感兴趣，工作时会没有动力。职业兴趣也影

响在职时间长短，人们会因不喜欢而跳槽。而且，兴趣也是个人在职场能否走向成功的关

键。

	 性格特点和工作也相关。那些懒惰的人，成功的机率较小；开朗大方的人，更容易与

同事合作。在生活上注重细节的人，在工作中也会一丝不苟。这些长处，有时会让人在职

场上“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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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现在阅读短文二，然后在考卷上回答问题 4 和 5。

短文二

理想的工作

 网络主播这一行当很容易在短期内走红，受到年轻人的青睐。有些主播通过带货能够 

“月入百万”，和一些传统工作相比，主播的入行门槛看似不高，这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像这样因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产生的新兴行业还有很多，外卖业也是其中之一。正因为

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网上订餐和购物也越来越流行。然而，很多毕业生对像“送外卖”这

类工作不屑一顾。他们觉得这些工作社会价值不高。小徐说，“昨天给我送餐的人，因淋雨

浑身湿透，这样的事我才不干呢！再说，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我还是先漂着吧。”

	 的确，很多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很“爱面子”。他们宁可在大公司工作也不愿意去升职机

会更多的小公司；有的年轻人觉得在写字楼里的单位工作更体面；有的不在乎将来工资的涨

幅，而是目前能领到手多少钱；还有的人不管花费多大，也要留在大城市。

	 获得理想的工作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大部分人不是一入职场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通

常要边工作边培养能力，始终不放弃追求。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完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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