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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自然里，我们才是最快乐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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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阔 天 地 精 彩 舞 台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 2020年校园招聘
我们拥有 2万 1千余人，营业网点近千个，是全省网点最多、人员最多、贷存款最多、个人用户最多、县域业务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

近年来，我行自身经营规模、市场份额稳步发展，主要业务指标在浙江同业中名列前茅，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连续九年被省政府评为支持浙江经
济社会发展一等奖，多次获得支持实体经济优秀奖、支农支小优秀奖、金融改革创新奖、服务乡村振兴得分最高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先进单位、浙商最信赖国有控股银行等荣誉。

网申 > 笔试 >面试 >体检 > 签约

面向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境内院校的应

届毕业生; 2019 年 1月 1 日至 2020 年 6月 30日期间本科及以上学

历境外院校毕业，并且在 2020年 7月 31 日前获得国家教育部学历学

位认证。

报名时间：2019 年 9 月 27日 -10月 20 日 24：00点

若通过 PC 端报名，建议使用
CHROME、360、IE11 以上版本浏览器。

应聘完成后请务必在“我的应聘”中查
看相关投报职位信息，确认已完成应聘流
程。

省 /市分行本部信息科技岗
主要从事各类系统的软件开发、网络

安全管理、产品架构设计、数据挖掘分析、

运行维护等工作，提供多岗位学习机会，

快速成为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

省 /市分行本部业务管理岗
为我行培养和储备战略型业务骨干

和经营管理人才，提供多层级岗位历练，

定制特色培养方案。

客户经理岗
从事市场分析、客户关系管理、营销

服务方案策划与实施等工作，掌握信贷、

结算、理财等多项职业技能，为我行培养

零售金融、公司金融的专业型人才。

综合业务岗
立足基层进行培养和发展，主要从事

柜面经理、大堂经理等运营服务岗位。入

职 1-3 年后即有机会参加各类人才库竞

争性选拔，获得多方向职业发展。

大学生村官专项招聘
大学毕业后直接担任“大学生村官”

并于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期间第一个或第二个村官任期届

满，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聘期考核称职

及以上，有县(县级市)组织部门出具的工

作鉴定。

提供双志愿双岗位机会
每位同学可在全省范围内投递 2 个

岗位，包括一个本部类岗位和一个非本部

类岗位，参加宣讲会获得与大咖面对面的

机会更有机会获得直通 PASS卡。

浙江理工大学 2019.10.8 18：00 (周二)

浙江工商大学 2019.10.9 13：30 (周三)

浙江财经大学 2019.10.9 18：00 (周三)

湖州师范学院 2019.10.9 14：00 (周三)

浙江师范大学 2019.10.10 18：30 (周四)

浙江大学 2019.10.10 13：30 (周四)

中国计量大学 2019.10.11 13：30 (周五)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19.10.11 18：00 (周五)

南昌大学 2019.10.13 19：00 (周日)

华中科技大学 2019.10.13 18：30 (周日)

浙江工业大学 2019.10.14 18：30 (周一)

武汉理工大学 2019.10.15 19：00 (周二)

江西财经大学 2019.10.15 14：00 (周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10.16 18：30 (周三)

安徽财经大学 2019.10.16 14：00 (周三)

安徽大学 2019.10.17 18：30 (周四)

合肥工业大学 2019.10.18 14：00 (周五)

上海财经大学 2019.10.18 18：30 (周五)

超强台风“利奇马”给临安人民带来

重大灾难和损失，全区各条战线的抢险

救灾队伍全力以赴投入人员搜救、排危

除险，涌现了一大批勇往直前的模范人

物和感人故事。为学习英雄事迹，宣扬

抗台精神，培育有情怀、有理想、有责

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着力打造“天目

情怀”关心下一代工作品牌，临安区关

工委联合区应急管理局等单位于 8 月

27-29 日举办了“天目情怀”2019 公益

夏令营活动。

本次夏令营课程内容涉及了历史、

科学、探索等板块，遵循孩子的兴趣点

设置，一是通过参观临安区博物馆、周

恩来演讲纪念亭等，学习了解临安历史

文化，让孩子们切身感受革命前辈和天

目儿女的革命斗争历史，传承天目山的

红色基因。二是通过考察天目山，近距

离观察各种动植物等一系列科普考察

活动，让孩子们用眼用心感受大自然的

神奇，体验自然与科学之美，了解天目

山的生态保护情况，真正体会到自然的

多样性和脆弱性，培养其珍惜和保护自

然的意识理念。三是培养孩子们野外生

存和发生自然灾害时救助的技能，让孩

子在兴趣中自主地获取真正属于自己

的知识，提升能力。

“我爸爸这次也参加了利奇马抗台

救援，我的爸爸太厉害了”，“我体会到

了我爸爸参加救援工作的辛苦，我为爸

爸感到骄傲”“原来天目山有这么多种

类的动植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8

月 29 日，大地之野天空之城营地大教

室内笑声不断，掌声阵阵。小朋友们一

起席地而坐，面对面作闭营分享交流。

活动最后为每位小营员们颁发了

结业证书和徽章，并合影留念。

（王玲燕）

在 8月 27 日到 8 月 29 日的这段

时间，我参加了“大地之野”这个夏令

营。在这个夏令营中我明白了很多道

理。

27 日上午，我们在临安博物馆

集中，观看与台风“利奇马”的有关

视频。看完这个视频我觉得台风的破

坏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强。这时，我才

知道老妈参加的救援行动是有多么的

危险。台风虽然没有感情，但是人间

自有真情在。看完一个个关于台风的

视频后，我们跟随着导游参观了临安

博物馆。

第二天早晨，我们收到了任务卡，

是让我们去大树王国完成定向任务

的。在大树王国内，我们看到了死去的

大树王，它的树皮都已经没有了。我们

还参观了禅源寺的旧址———开山老

殿，也叫做狮子正宗禅寺。有一个地方

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倒挂莲花了，在

那个地方我们小队有一个成员不是很

相信其他人数出来的台阶数，于是拉

着摄影师再走了一遍，可惜啊，他没有

数。在第三天早上，我们跟着老师一起

去制作捕梦网，虽然我不是很清楚这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也跟着一起做

了。要先切一块 1cm 的竹子，然后绕

上麻绳，缠上松果。接着去拍结营照

片，这次的夏令营也就结束了。在那种

山洪暴发的日子中，还是有着一个一

个的救援队赶往灾区救援那些受灾的

人们，“利奇马”台风虽然造成了人员

伤亡以及巨大的财产损失，但也让我

们看清了现在的社会，人间的情义永

远不会被自然灾害给摧毁，毕竟台风

无情，人间有情。

参加这次夏令营的小营员，都是参

加了“利奇马”抗台救灾的救援队队员子

女。在台风“利奇马”来临时，我的妈妈接

到出勤通知后，就叮嘱我晚上早点洗澡

睡觉不要等她了。在爸爸和妈妈的交谈

中得知昌北灾情很严重，我很担心妈妈，

心里也不想让她去冒险，但是我还是没

有去阻拦她，因为妈妈是“临安区户外

应急救援队”的队员，只要她有时间都

会尽力去做。那晚妈妈急冲冲出门，和

救援队的叔叔阿姨们连夜冒雨前往昌

北灾区救援，通宵没有回来。救援队的

叔叔阿姨他们不畏艰险，在险情面前

奋勇向前去救援、去帮助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我为妈妈感到自豪！正是妈妈

的付出让我有幸能参加这次“天目情怀”

公益夏令营。

在这短暂的三天夏令营里，我学

到了很多知识，我们亲身体验与大自

然的亲密接触。在大自然里，在草木世

界，我们的身心得到放松，山林就是一

个大大的游乐场，树木溪流，果实嫩

叶，无一不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精

妙玩具。老师带着我们参观了数千年

的大树王，大家手拉手一起环抱大树

王。老师还手把手教我用竹子、麻绳等

制作了捕梦网，在营地我还学会了搭

帐篷。在课堂上救援队的老师教我们

打绳结，在遇到有人处于心脏骤停时

学会如何急救，救援队的老师把我们

带到山谷的溪流中，让我们亲身体验

在自然灾害来临时如何自救互救。

这次夏令营活动收获满满，每一

天都让我兴奋不己，特别难忘临安区

应急管理局的赵局长亲自为我颁发了

奖牌。我们挑战了从未体验过的活动、

战胜了恐惧。我们还自己洗衣服，自己

照顾自己。我们也很勇敢，我们是大自

然的孩子，我们是风雨中的野孩子，不

是被娇宠的温室里的花！我们要学会

勇敢长大，热爱大自然，敬畏大自然，

保护大自然，我们也要做个有情怀的

好少年！今后，要学会自已照顾自已，

让妈妈有更多的时间去参加公益救援

活动；要更加支持妈妈的公益救援工

作。

通过这次夏令营，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学到了团结合作，学到了如何

在他人和自己遇到危险时进行帮助或是自救。认识到了人类在自然灾害面

前是多么的渺小，台风是多么的危险。在台风“利奇马”来临时，救援队在这

种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去帮助去救援普通的人，我的父亲作为救援队员，也

在抗台一线，与其他的警察、军人，还有其他社会各界的公益救援组织一起，

与台风所带来的严重灾害作斗争。

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不是自然

的主人。人类应该贴近自然，了解自然。

我们之所以会相聚在一起，是因

为“利奇马”这场台风，我们的父母毅

然挺身而出到一线救援。天灾无情，人

间有情。在昌北我们看到了多么惨不

忍睹的场景，洪水肆虐，房屋倒塌，到

处都是洪水冲刷过的痕迹。为什么会

出现这样的灾难？其实我们应该去了

解自然，走进自然，去寻找这个答案。

来到了天目山，我很惊叹，茂密的

原始森林，生活着许多珍稀动物、植

物。完整的生态系统是其他地方都没

有的。走在蜿蜒的山路上，十分凉爽。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欣赏着山间的美

景，宛如仙境，心旷神怡。千年的大树，

高耸入云，直穿云霄，阳光从叶缝碎隙

间洒下，在地上留下斑驳，仿若千年的

印记。一阵清风拂过，吹得树叶沙沙作

响，鸟儿在枝头欢唱，这一曲大自然的

合唱，似是能听出它们的心声。站在山

顶眺望，山下美景一览无余，这奇异的

感觉与在山下相比可谓是“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让人不觉

沉醉其中。恍惚间，疲惫与烦恼悄然消

散的无影无踪，似是有种返璞归真的

清奇之感。

天目山隔绝了世俗的喧嚣，留存

下的只是那一片让人心旷神怡的极乐

净土。

人类和自然是共存的，我们要保

护大自然，珍惜宝贵的自然资源，把净

土归还给自然，同时归还给我们自己。

学英雄 展情怀 育新人
———“天目情怀”2019 公益夏令营体验作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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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无情人间有情

自然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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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马晋一

扫二维码 看夏令营视频

我们跟着救援队的叔叔学习了一些户外救援的知识，并且到溪边了体

验了一回被困人员被营救的过程。在体验之前，救援队的队员们花了半个小

时准备救援工具和设备，让我感觉到救援队员的认真、细致。

现在，像天目山这样资源丰富的原始森林已经很少了。大自然的资源是

有限的，我们只有合理开发运用，才能保护住大自然。

这一次，我来到了“天目情怀”夏令营，而让我有幸来到这里的人是我最

敬佩的爸爸———抗台“十八勇士”之一。

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环境，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大自然才不会来伤害

我们，我们生活也会有更多绿色的希望。

夏令营只有短暂的三天，却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收获了许多快乐，收

获了许多知识。

绎顾涵文

绎马若宸

绎张涵宇

绎钱可馨

绎王子墨

作文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