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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金桥茶座■
前不久，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等部门发布 13 个新
职业信息，其中包括人工
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电子
竞技运营师、工业机器人
系统操作员等。这批新职
业因充满时代感而引发广
泛关注。

职业目录是社会发展
的一面镜子，它总是与时
俱进、推陈出新。在 2015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分类大典》 修订时，话务
员、BP 机寻呼员等职业因
为逐渐消失，自然而然地
被移除，而快递员等新兴
职业则被请进目录。一出
一进，可说是“芳林新叶催
陈叶”。产业转型升级，职
业不可能不更新。当人工智能等
产业风起云涌，数字化管理师、物
联网安装调试员取代旧职业是大
势所趋；当电子竞技逐渐被主流
认可，电子竞技运营师和电子竞
技员位列新职业目录，也就水到
渠成。

今天，很多人说不清楚全社
会究竟有多少种岗位，但一个共
同感受是，越来越多的职业正朝
着高价值、数字化、个性化方向
发展。高价值，意味着简单重复
劳动的工种将被陆续替代，而诸
如数字化管理师、剪辑创意师、游
戏架构师等比拼创新创意的工作
会持续增加；数字化，意味着传统
岗位也会焕发新生，比如传统农
田上，无人机驾驶员等新职业让

“农民”这个古老职业融入“互联

网+”；个性化则意味着职业
发展更讲求兴趣导向，比如
有的年轻人成为调酒师、宠
物美容师，只因“我喜欢”。

新职业层出不穷，是社
会分工不断细化的必然。
社会发展也像树的生长，越
向上，越能分出新枝。如
今，鲜有人既是农夫又是渔
民还是猎手，人们都专注于
一样工作甚至一道工序，但
生活需求却被极大满足了，
这是交换与合作使然。事
实上，社会越朝专业化发
展，合作的节点就越多，新
职业诞生的几率就越大。
现实中，美甲师、代驾员、闪
送员、淘宝模特的诞生，都
是如此。可以预计，随着社
会分工进一步精细化，还将
有更多新职业接踵而至。
当然，从合作角度，也能反

过来理解某些职业的消亡。比
如，因为简政放权力度加大，一些

“代办”“代理”就面临被淘汰的压
力。这是因为改革删繁就简，减
少了信息不对称，挤出了一些“不
必要的合作”。

新职业的诞生并不只关乎部
分人的就业，也关系到未来人与
人如何分工协作。因此，有关部
门应积极引导新职业发展，在高
校培育相关专业，并及时做好职
业培训等。对于个人而言，一方
面需要深耕自己的专业领域，提
高自身工作的专业性，同时也要
具备应有的敏锐与自觉，让学习
成为一种习惯，保持与新职业连
接的能力，在与各行业更好的合
作中不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何鼎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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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平：从小学徒到技艺传承人
拥有“天下第一碗”美称的同盛

祥泡馍是西安众多美食中极具陕西
文化特色的代表者，2008 年，同盛
祥牛羊肉泡馍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2 年 12
月，同盛祥饭庄泡馍制作主厨乌平被
命名为“同盛祥牛羊肉泡馍制作技艺
传承人”。

1981年，高中毕业的乌平进入同
盛祥饭庄开始学徒，学习泡馍加工和
烹制，在近 12年的学徒生涯中，他和
所有同行人一样，每天日复一日起三
更熬半夜，洗肉、煮肉、熬汤、打馍、煮
馍，勤快踏实还喜欢钻研泡馍烹饪技
能。他师从孙少旭、马树桥，一步步
成长中少不了师傅们的谆谆教导和严
格要求，看他能吃苦还爱学习，师傅
们不吝赐教。

乌平很好地继承了师傅们的衣
钵，他制作牛羊肉泡馍十分讲究，对
待每一道程序都非常重视，如泡馍烹
饪的重要环节——煮肉，从选肉到加
工，道道程序精细严格要求，原料要
选用上等牛羊肉，按部位分开，剔筋
去皮，打骨去毛，然后冲洗涮漂，做
到不留一滴血、不存一根毛、不漏一
个骨渣、不带一点腥膻，之后加入精
选的二十余种调料煮制。从选料、煮
肉、熬汤、加料、调味到泡馍，始终
坚持做到精细、标准、规范，保证了
制做的泡馍始终保持“肉如两条鱼，
粉丝如蜘蛛网”的观感和料重味醇，
肉烂汤浓，馍筋光滑，香气四溢，风
味独特的传统，他的执着精神使百年
老店同盛祥泡馍的味道得到了传承发
扬。在长期的实践摸索中，乌平积累

了相当宝贵的经验，最后将汤、肉、
馍融合得恰到好处，让人回味无穷。

如今，传统饮食正面临着饮食结
构多元化等诸多挑战，进店顾客骤
增，百人百味，东西南北大不同，不
少食客走遍各地遍尝美味，饮食要求
更高，这一切都是对传统饮食和厨师
技艺的考验。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乌平如今的重要任务就是将泡馍
传统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让更多的
人吃上地道的陕西泡馍。他潜心钻研
牛羊肉泡馍制作技艺的同时，高度重
视“带教工作”，乌平认真总结工作经
验和掌握的技术标准，参与修订了饭
庄泡馍、小炒、水盆标准化及煮肉调
料标准化，饭庄泡馍研发小组在他的
协助下，制定并实施了《同盛祥泡馍

质量标准化操作流程》，使饭庄泡馍的
质量更加稳定。近年来，他和饭庄其
他同事一道完成了西安小吃地方规范
《牛羊肉泡馍制作标准》的编写和制
定，使饭庄的泡馍标准代表了西安市
的地方标准。他每年协助饭庄相关部
门制定泡馍品种培训计划和教学大
纲，因材施教，逐步提高学徒的业务
技术水平。他还争取机会推荐徒弟多
参加外出参观学习、外派任务等交流工
作，让他们增长见识，取长补短。

乌平常对徒弟们讲：“可别小看了
咱们这泡馍技艺，说小了是顾客的满
意度，说大了可是代表着咱陕西呢，
人家大老远奔着同盛祥的招牌，可不
能给客人留下遗憾！” □李波

“小车间”托起扶贫“大梦想”
■工厂故事■

4月 13日，位于商洛市镇安
县达仁镇双河村刘加均的茶叶
生产“扶贫车间”里，机器不停地
运转，几十名工人正在筛选、摊
晾、烘烤茶叶。

2016年，帮扶达仁镇双河村
的镇安县总工会，按照县委、县
政府提出的“围绕产业、一地一
品、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探索
创新厂房式、居家式、合作社式、

“互联网”式四种模式建设“扶贫
车间”，走出了一条以就近就业
为原则、以特色产业为支持、以

“扶贫车间”为载体的脱贫路子。
双河村一组靠多年经营个

体商店走上致富路的村民刘加
均，就是以厂房式模式，投资 40
多万元，投入加工设备3台，建成
了 140 平方米的茶叶生产加工

“扶贫车间”，从事毛尖、碧螺春
等 4 个系列的新鲜茶叶加工生
产。茶叶生产加工工期仅有两
个来月，时间短、收入高，但劳动

强度不高，便于吸纳当地劳动
力，并辐射带动周边几个村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就近稳定就业。

据介绍，双河村村民刘加均
的茶叶加工“扶贫车间”，优先吸
纳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务工，让
他们就近打工增加收入。“扶贫
车间”对接县盛华等茶叶企业进
行订单式生产，年创收入50多万
元。同时，刘加均的茶叶生产

“扶贫车间”，还随时帮助农户加
工生产自行采摘的鲜茶，让农户
自己销售增加收入。

这里务工的双河村精准扶
贫户刘金祥高兴地说：“县总工
会帮我建了12亩的茶园，还安排
我当上了村上的护林员，又让我
到茶叶生产‘扶贫车间’务工，两
个来月务工收入 17000多块，两
年来时间我就可以脱贫！”

据了解，达仁镇双河村已有
茶叶加工、小蚕供育等5个“扶贫
车间”，极大方便了当地群众就
近就业，让贫困户家庭看到了脱
贫希望，增强了脱贫信心。

□孙守雅 小松

■能工巧匠■

我们乘坐高铁或者长途大
巴时，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语：
让乘客享受“航空式服务”。可
见，“航空式服务”代表着交通运
输服务行业的“最高标准”，而长
安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队“长安
花”班组就是这个标准的守护者
和创新者。

2018年初，长安航空为搭建
空中丝绸之路桥梁，打造高品质
客舱服务，以“长安花”命名推出
精品服务班组。班组成立不到
一年时间，便荣获“全国民航五
一巾帼标兵岗”。谈起其中的秘

密，“长安花”班组乘务长石川泽
说：“也没有什么秘密，就是细节
决定成败，磨炼出成绩！”

4月 12日13时30分，记者见
到“长安花”班组的乘务员张璐、
左涣、李文婷时，她们刚从西安—
海口—西安的 9H8308航班上走
下来，虽然略显疲倦，但仍然把
美丽光鲜的一面呈现给记者。
李文婷风趣地说：“我们乘务员
为乘客而容。”航班 6:45从西安
起飞，她们必须提前 3个小时做
准备工作，洗漱、化妆、准备用
品、迎接乘客……仅洗漱、化妆，
每个人大概需要近 1小时，是绝
对的“精雕细刻”，直到达到“浓
妆淡抹总相宜”才敢出门。

不管自己心情如何，有什么
委屈，“微笑服务”是乘务员的

“统一表情”。今年27岁的张璐，
孩子只有 3岁。按照乘务员手
册要求，只要执行航班飞行任
务，头一天晚上必须提前赶到
基地，住在乘务员宾馆。“每次
执行航班走时，都要将孩子哄
睡着了，才含泪依依不舍地离
开。”张璐说，哪怕再不舍，一到
工作岗位，会立即擦干眼泪，微
笑面对乘客。

表面上看，乘务员都是帅哥
靓妹，青春活泼，美丽大方。记
者接触后才知道：她们的美丽源
于严格甚至苛刻的自律，她们的
专业来自一丝不苟的磨炼。长

安航空乘务中队经理唐雨佳告
诉记者，乘务员手册对他们的行
为规范和岗位要求有 47 款 100
余条，大到安全保障、紧急事故
处理，小到站立姿势、说话表情，
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在“规范”
中进行。乘务队还为每一个乘
务员制定了专属的“练技”之路，
以乘务检查员为“圆心”扩大技
术帮扶管理半径，形成“检查员
班组+乘务长班组”的技术研讨
模式，在工作中养成了按章操作
的职业习惯。目前，由“长安花”
班组坚持和创新的职业习惯和
行为规范，已被长安航空用于
180多名新乘务员的培养之中。

每一张精致的妆容都是对

乘客的尊重，每一次关怀与照顾
都是对乘客的真心守护。去年 5
月，执行怀化—三亚航班时，怀
化机场下起了瓢泼大雨，乘务员
无暇顾及自身是否被淋湿，立即
为每位乘客撑起了雨伞……几
个月前，在 9H8324 航班下降过
程中，一名老人突然晕厥，生命
体征微弱，石川泽迅速组织乘务
员成立急救小组实施急救。

正是因为包括“长安花”班
组在内的长安航空全体职工的
坚守和奉献，近两年，他们以
83.5%的航班正常率位列全国
40 家客运航空公司之首，航班
正常率和安全运行全民航并列
第一。 □本报记者 阎瑞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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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天地■

本报讯（郭俊飞）近日，咸阳公路管理局乾县公路
段白塔道班被省公路局工会授予“温馨职工之家”荣誉
称号。

近年来，为了适应行业发展新需求，提高道班一线
职工的幸福指数，乾县公路段在“五小标准”道班建设的
基础上，积极开展“五小建家”和“温馨职工之家”创建活
动。2018年，该段结合实际，对照省局工会“温馨职工之
家”创建标准要求，对白塔道班职工宿办楼楼顶和平房
屋顶漏水进行了处理；对职工宿舍进行了粉刷和用电线
路整修，更换了破旧的床桌椅和电视机；按照治污降霾
环保工作的标准要求，对职工食堂锅灶进行了煤改气，
添置了灶具；对浴室配备设施进行了维修，为一线职工
营造了温馨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

荣获省公路局工会“温馨职工之家”称号
乾县公路段白塔道班

■一线传真■

在长岭电气连日来开展的第四届“科技创新宣传
周”活动中，科技成果展作为一项主要活动内容，给陆续
前来观看的广大干部职工留下了深刻印象，凝聚了“依
靠科技创新引领企业发展”的共识，汇聚了实施“科技兴
企”战略的强大动能。图为该公司职工在一起进行科技
攻关。 □范源 摄

近日，由延安市富县总工会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主
办，县直机关工委与县体育运动中心承办的庆“五一”富
县干部职工运动会隆重开幕。本次运动会共设6个项目，
分别是男子篮球、拔河、羽毛球、乒乓球、健步跑、门球，为
期8天。图为职工在进行篮球比赛。 □任占锋 摄

在万米高空的客舱，不论阴晴圆缺，日复一日，他们总会用灿如花朵的微笑、端庄

高雅的举止和“店小二”的情怀，真诚服务每一位南来北往的乘客。他们被称为——

当夜已深，城市逐渐安静，
最后一班地铁缓缓进站，零星的

“夜归人”也匆忙回家。地铁进
站口的闸门拉下，地铁检修工作
者真正的“战斗”刚刚开始。

“今天我们主要进行道岔半
月检工作。大家一定要打起精
神，认真检查，确保列车安全平
稳运行。”4月16日凌晨，西安城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运营分公司运营一中心通号一

部通号三分部
正线信号三工
班班组长李军
在班前会上安
排香湖湾站折
返道岔维修作
业任务。

钢轨道岔，因其构造复杂、
关联部位多、养护投入大的特
点，成为养护的重中之重。西安
地铁 3号线日均客流近百万乘
次，道岔的正常运行极为重要。

0 时 30 分，李军和同事们
带着 20 余件检修工具下到区
间，开展当日的维修作业。

高架桥上，李军带领6名工
作人员对 2组道岔进行扳动试
验，仔细检查每一个部件，并根

据检查数据调整道岔状态。凌
晨3时许，两组道岔检修作业全
部完成。通号三分部主任张怡
现场进行复检，确认道岔每一
个部件符合综合维修标准后，
通知做好收尾工作，清点工具
撤离现场。

“香湖湾站终点折返道岔
每天来回扳动300次以上，高强
度的使用频率对我们维护工作
人员来说是一种考验。”张怡介
绍，车站两组道岔深度检修作
业需检查道岔扳动过程中的异
常状况，确认各项设备是否达
到行车标准，紧固螺栓，所有指
标达到要求后才能收工。

凌晨 3时 30分，一场春雨
过后的夜晚潮气加重，而在地
铁高架桥上的工作人员经过三
小时的紧张作业，每个人额头
上都布满细密的汗珠。

记者了解到，针对地铁 3
号线道岔使用频率和重要程
度，香湖湾站道岔每半月进行
一次检修。

□本报记者 鲜康 摄影报道

地铁线上“夜行人”

4月11日上午，一块长14米，
高 1.8 米，重达 35 吨的钢箱梁在
130吨汽车吊臂的“牵引”下，稳稳
地落在胎架预定位置。陕建朱宏

路（北二环—绕城高速）快速化改
造工程钢箱梁首次吊装取得圆满
成功，标志着工程钢箱梁桥进入
了施工阶段。 □张乐 摄

新华社4月16日电（记者 程士
华）国家煤监局局长黄玉治近日在全
国煤矿安全培训工作现场会上表示，
煤矿招工再难、用工再缺，也不能“降
门槛”，更不能“零门槛”。

近日在安徽省淮北市举行的全国
煤矿安全培训工作现场会上，国家煤
监局局长黄玉治说，一些国有大矿专
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流入不足、流
失严重，招工难、招生难、留人难的问
题日益凸显；一些小煤矿一放假队伍
全散，一复工全是新人，招工“零门
槛”，上岗“零培训”，技能“零基础”。

黄玉治要求，煤矿企业要严格人
员准入，严格执行《煤矿安全培训规
定》，矿长、副矿长、总工程师、副总工
程师必须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新上
岗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具备高中及以
上文化程度，员工至少具备初中学历，
即使招工再难、用工再缺，也不能“降
门槛”，更不能“零门槛”；要加强校企
联合，全力推进订单培养、委托培养、
联合办学、定向专业培养等，逐年提高
变招工为招生比例，到 2021年底，基
本实现变招工为招生。中央企业和国
有重点企业要带好头、做示范，高标
准、严要求，力争 2021年底，矿长、总
工程师本科及以上学历达到 100%，招
工变招生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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