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部门咨询电话， 是企业、 群众获得政务
服务的方便通道。 近日记者搜索 “山东政务服务
网 ” 16市站点及辖下县 （市 、 区 ） 站点发现 ，
一些市县在该板块下为空白或仅有 “单位” “业
务咨询电话” 名称， 没有电话号码； 有的市县仅
有一个咨询电话。

点评： 如果政务服务热线不通畅， 会直接影
响企业和市民群众的办事效率和服务体验。 希望
有关部门尽快核查整改。

■本期点评 博雅

陕西宝鸡的无腿女孩 “渭梅女” 从小失去
了双腿， 她称不愿意把自己当做一个残疾人去
面对生活， 于是她游泳、 健身， 想练出马甲线
……如今她创业直播， 在网上卖服装， 这种坚
强独立感动了无数人。

点评： 你努力的样子真美！ 为你的坚强独
立感动。

近日 ， 西安高先生称 ， 他的妻子已怀孕6
周， 最近出现呕吐症状， 来到西安市长安区妇幼
保健院检查， 医生建议住院输液。 输液时， 高先
生发现有瓶药已过期3个月， 而此时这瓶药已经
输了一半。 院方表示抱歉， 当地食药监部门已介
入调查。

点评： 任何工作都难免出错， 但关系生命健
康的错误一定要严肃对待。 药品过期关系各个环
节，如果护士在使用时认真检查，也可避免。

汶川地震那年， 四川德阳女孩覃玲参加高
考， 地震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举步维艰。 萍
水相逢的谭正华伸出援手， 指导她报考医学院，
并资助她完成了大学学业。 11年后， 谭正华突
发蛛网膜下腔出血， 病情危重， 正好来到覃玲所
在的医院抢救， 覃玲立即赶到急诊科， 帮他办理
手续、 全程陪护， 直到他手术成功。

点评：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才一路走来变成
了善良的传承。

去年10月， 杨先生从深圳南山区的南方腾
星奔驰 4S店 ， 花 费 42万 元 购 买 了 一 台 奔 驰
E200L型号的轿车。 可新车开回去的第二天就出
现熄火等问题， 没几天后又出现新故障。 无论车
上是否有人， 天窗经常都会出现自动开启。 4S
店售后经理表示， 是这辆车的一个特别功能。

点评： 巧言令色， 不仅短视而且愚蠢。 诚信
经营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

山东个别部门咨询电话隐身
有的没有电话号码

11年前的“萍水相逢”
11年后的过命之交

奔驰车主称天窗无端开启
4S店：是特殊功能

孕妇输液发现药过期
当时药已输了一半

无腿女孩创业直播
想练马甲线

今年随着国家总体对就业问题前所未有的重
视， 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已经得到全社会的认
同。 日前， 一则关于人社部、 市场监管总局、 统
计局正式向社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等
13个新职业信息， 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按照2015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
典》 的统计， 我国目前的职业是8个大类、 75个
中类、 434个小类， 1481个职业。 这个由国家主
管部门集结了近千名专家学者、 历时4年编撰的
大典， 充分显示了我国就业的总体格局。 不过，
恐怕令所有专家和学者都想象不到的是， 这几
年， 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我国的就业蓝
图继续发挥着巨大变化， 这个变化的标志之一就
是几乎每年都会出现新的职业。 这次由几个部门
联合发布的新职业， 其实只是一些新崛起职业的
代表。 这个信息无疑地对即将走向职场， 对一些
行业的就业走势， 对一些高等院校的专业调整，
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13个新职业， 恐怕很多人听后都会瞠目结
舌， 分别为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 物联网工程
技术人员、 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 云计算工程技
术人员、 数字化管理师、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电子竞技运营师、 电子竞技员、 无人机驾驶员、
农业经理人、 物联网安装调试员、 工业机器人系
统操作员、 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这些新职
业， 是人社部组织职业分类专家， 严格按照新职
业评审标准和程序， 从有关申报单位提交的新职
业建议中评选出来， 经公示征求意见后确定的。

纵观这些新职业， 都是依托高新技术的支
撑， 因此对从业人员的学历有着很高的要求。 我
国每年有1000多万人新就业， 就业压力整体上比
较大。 而这些新职业无疑地拓展了青年人就业的
空间， 让自由就业、 自在就业成为可能。 因此作
为即将踏入职场的年轻人， 应当勇于接受新职业
带来的全新挑战。

这些年来因为工作关系， 我接触到了不少的
新职业就业人群。 如旅行体验师、 遛狗师、 美食
试吃师等。 像旅行体验师几乎一年中有多半都在
国内外各个景区流连忘返， 或者是为委托的国外
旅游局、 各个景区写介绍文字发在自己的微博上
或者大V上， 或者是负责随团参与游客的旅行指
导。 还有的旅行家负责试吃、 试睡， 对一些酒店
或者美食场所进行先期的体验考评， 如此下来，
既满足了自己旅行的渴望， 又解决了委托单位的
需要， 可以说是一石三鸟。 当然， 他们的收入也
很可观， 在外人看来也很风光。

新公布的13个新职业， 都是涉及高新技术，
没有足够的学养是不足以胜任的。不过，社会在日
新月异，人们新的经济需求也越来越多，新的职业
也不单单局限在那新公布的13个。 像个人形象策
划师、陪购师、品虾师也都早已进入公众视野。 以
品虾师为例， 南京一企业给出了年薪50万元的高
薪，还供不应求。看来，新时代、新经济催生了大批
新职业， 虽然我们没有听说过， 但他们已经陆续
走入生活， 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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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让新职业
为美好生活赋能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周末评论】 【图闻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