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咖啡，时尚与

文化的代名词，其

制作不仅是一种技

艺的呈现，更是一

种文化的诠释。随

着 饮 品 日 益 多 样

化，咖啡逐渐与时

尚现代生活融合，

不断带动咖啡消费

量的增加，形成巨

大消费潜在市场。

咖啡师，作为

熟悉咖啡文化、制

作方法及技巧的专

业服务人员，也渐

成一种职业进入人

们 视 线 并 备 受 推

崇。据了解，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等

一线大城市，咖啡

师每年市场缺口在

2万人左右，好的咖

啡 师 一 般 薪 金 不

菲，且有众多追随

者。

本着做一杯好

咖啡，造一种文化

的理念，福建省人

才培训测评中心特

邀蓝山咖啡第一人

——楼波先生，为

咖啡及咖啡文化爱

好者，常年开设咖

啡师培训课程。

0591-87668582

18950242455 林老师

咨询电话

制一杯咖啡制一杯咖啡
造一种文化造一种文化

喝茶讲究安静

的环境，常处于这

种环境中会给人一

种 心 旷 神 怡 的 感

觉，有助于使人静

心神、修身性，感觉

自身沉浸在厚重文

化氛围之中，使浮

躁的心态逐渐变得

平和、安静。

福建省人才培

训测评中心自 2017
年以来，已成功举

办多期中高级茶艺

师、评茶员培训，旨

在通过专业的培训

学习，让学员们既

能熟练掌握茶艺、

品茶的技巧，又能

深入了解拥有悠久

历 史 的 中 国 茶 文

化。在提升个人的

气 质 和 涵 养 的 同

时，又能获得国家

承认和紧缺的茶艺

师、评茶员职业资

格证书，为自己的

人生添上鲜艳的一

笔。

福建省人才培

训测评中心常年面

对社会开展茶艺师、

评茶员培训，对已通

过培训考取证书后

的学员免费推荐就

业。

0591-87668582、
13960889936 林丹
18706026710 占鑫怡

咨询电话

静心静心
品一杯香茗品一杯香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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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一项任务，或是快下班的
时候，领导说“辛苦了”，应该怎么回
答为好？这是考验下属情商的一个
大问题。

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操作呢？
根据领导性格和与领导的关系，按
四象限管理法归类如下。

领导性格好+关系好

这样的领导平易近人，不端架
子，他们大都深谙柔性管理。此时，
尽量让沟通气氛轻松一点。领导说

“辛苦了”，你可以就坡上驴，跟领导
开个玩笑：“王总，有你这句话累成
驴也值了。怎么着，是不是想犒劳

一下我？”如果你确实很辛苦，领导
可能真会请你吃饭。

领导性格好+关系一般

如果领导性格不错，但是你与领
导的交情不到位，尽量不要要挟领导
请客。那样，会给领导留下一个轻浮
的印象，对自己的职场发展不利。可
以这样说：“谢谢王总关心。虽然辛
苦点，但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能够学
到知识，辛苦点不叫什么。”这样一
说，领导立刻对你刮目相看。

领导古板+关系好

如果领导属于那种做事严谨、

不苟言笑的性格，哪怕你跟他关系
再好，也不要顺杆爬。爬不好，会栽
跟头的。可以说：“不辛苦，只要能
够满足客户要求，一切辛苦都是值
得的。我唯一担心的，是这个文案
不够完美。”这样，既表明了工作态
度，又给自己留了退路。

领导古板+关系一般

如果领导性格不好，而你又
与领导鲜有接触，那么老老实实
回答就是了，千万不可别出心裁，
总想着讨好卖乖。在这样的领导
面前，拍马屁一定要慎重，搞不好
会拍到马蹄子上。可以这样回

复：“谢谢领导关心，这是我应该
做的。”面对这样的领导，尽量不
要画蛇添足。

标准答案——

如果是科级领导，回复“没
事”；如果是处级领导，回复“谢谢，
应该的”；如果是厅级领导，回复

“不辛苦，领导更辛苦”；如果是部
级领导，回复“感谢首长鼓励”；如
果是中央领导，直接说：“为人民服
务”。

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还有一
招通用的，那就是微笑，一笑而过，
也是很好的回应。 （一点资讯）

领导说“辛苦啦”，下属应该怎么回复？

“老师您好，我本科就读的是旅
游管理专业，但现在我想成为一名运
营人员，不知道这样跨行业找工作，
能否成功呢？”福建师范大学的大四
毕业生蔡丽（化名）通过提前预约，在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视频就业指导平

台在线寻求帮助。
“跨行业找工作并不是一件难事，

不过想让HR愿意进一步了解你，你
的简历制作需要讲究技巧。”接到咨
询，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人才服务中心
服务专员林忠锦在仔细查看蔡丽的简

历后，直指问题所在，“你的简历中并
没有体现运营相关内容，你可以将经
历中与运营相关的部分尽量提炼出
来，辅以直观的数据或成果，这将大大
提升你进入面试的可能性。”

3月5日上午，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依托市场视频就业指导平台，开展
2021届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公益视频就
业指导活动（如图）。来自福建农林大
学、福建工程学院、福建江夏学院、武
夷学院等省内多家高校近百名 2021
届毕业生的预约报名，最终55人成功
预约咨询。活动现场，来自中国海峡
人才市场人才服务中心的9名咨询专
家，通过视频连线，耐心为正处于求职
焦虑期的毕业生们提供就业指导。2
名高校老师和2名企业HR应邀在家
中为毕业生们进行在线就业指导。

“考研分数刚刚出炉，很多学生
因为成绩不理想，打算继续专心在家
备考。”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人才服务
中心高级经济师、高级职业指导师陈
希佳在回答咨询时表示，“有明确目
标是好事，但不能作为部分人逃避现
实的借口。应届毕业生往往能得到

一些不错的工作机会，作为职业指导
师，我建议大家先就业，毕竟考研也
是为了更好地就业。”

陈希佳认为，参加工作不仅可以
积攒经验、锤炼能力，还能帮助毕业
生梳理行业现状，对自己今后道路有
更清晰认知，如果认为考研对自身发
展确有帮助，工作后还可以继续考取
在职研究生。

毕业生们所关心的毕业生档案
寄存、党组织关系转接、职称评定、简
历制作、面试技巧、职业选择等方面
问题，在此次活动中均有提及，并一
一得到满意解答。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人才服务中心
负责人表示，在做好常规的毕业生就业
服务基础上，2021年将继续为毕业生
提供常态化的线上、线下的就业创业指
导活动，同时通过各院校的校园网络新
媒体、中国海峡人才网等渠道，广泛宣
传我省最新的毕业生就业政策，开展就
业形势与政策解读，“希望能引导广大
毕业生客观、理性地认清新形势，把握
新精神，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

（文/图 记者 卢芸斐）

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就业观与择业观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开展毕业生公益视频就业指导

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自2010年起，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已超过金融业，连续10年成为
收入最高的行业。

近日，互联人职业成长平台“拉勾”发布《互联网人薪
资报告》，从互联网细分领域、工作年限、城市等各维度对
互联网从业人员薪资进行调研分析。

互联网薪资2021年开年环比上涨7%

拉勾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互联网行业的年度平均
薪资稳步增长，2020年度薪资较 2019年同比增长 8.1%，
2021年开年薪资同比去年增长7%。

与2018年相比，4年间互联网薪资涨幅高达22%。
受疫情影响，2020年成为近4年来唯一开年后薪资走

低的年份，三季度跌至低谷，平台平均薪资仅为 13900
元。随着疫情负面影响的消退，以及互联网行业的疫情
抗风险作用不断发挥，2021 年度开年平均薪资回升至
15600元，达到去年一季度水平。

互联网薪资一年中高低谷是？

对比近4年来的薪资月度曲线，每年春节后首月为全
年薪资最高点，而 8月份为薪资低点。拉勾数据显示，各
方面条件相同的求职者，在8月份获得的薪资普遍要比年
后低15%~20%。

从供给端来看，年后是求职高峰期，白领们已获得全
年年终奖金，也对新年有了新的职业规划，年后寻求新的
职业机遇的人多是具备多年从业经验的中高端人才。

从需求端来看，年后各大企业面临着“熟练员工”的大
幅流动，用人需求比较紧急，对人才的质量要求也更高。

2021年哪些行业涨薪最高？

但在互联网行业细分领域中，2020年电商行业的全
面薪资曲线，在四季度出现明显峰值。因电商行业相关
岗位在双十一、双十二等营销活动中的人才需求集中，需
求方给出更“诱人”的薪资。

报告数据显示，电商行业四季度发布的职位平均薪
资高达 17500元，相比三季度的 13000元，薪资环比增长
34%。

从各岗位开年薪资来看，互联网各岗位薪资全线大
涨，其中设计、运营、市场位列薪资涨幅TOP3。业内人士
认为，这与疫情后互联网企业营收增长关系密切，营销及
运营预算配比回调。

30岁焦虑，老互联网人不值钱？

近年来，互联网行业“高薪”的标签印象，不断吸引着
更多年轻人进入，行业内存在着“30岁焦虑”等担忧。

但就拉勾数据来看，互联网人反而是越“老”越值钱。
从业 1—3年的互联网人，比从业 1年以下的新人薪

资增长比例高达44%。而3—5年的互联网人才，又比1—
3年从业经验的薪资增长 67%。从业 5年以上的互联网
人，平均月薪高达28000元，10年以上早已突破月薪40000
元大关。

从工作年限薪资增长曲线来看，互联网人的薪资增
长并不存在经验的“边际效应”，新人在经历短暂的薪资
起步滑行阶段，便迎来“起飞”。

哪些城市互联网薪资高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以及广泛应用，互
联网行业也在逐步突破地域界限。

杭州近年来互联网产业发展迅猛，行业龙头集团带动
作用明显，成为北京、上海后薪资排名第三的高薪城市。

在互联网“新城”中，南京发展为北上广深杭的“高
薪接班人”，成为互联网高薪“第六城”，平均月薪高达
12500元。 （砍柴网）

互联网打工人薪资报告发布

互联网人越老越值钱

近日，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
示，春节期间就业大数据中普工招聘需
求旺盛，春节期间平均月薪7124元。

数据显示，初一到初七，一线和
新一线城市的招聘日均增长率较高；
二三线及以下城市依次递减。这表
明，春节期间一线、新一线城市企业
招聘需求保持了较高热度，为劳动者
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

从招聘活跃城市来看，东莞、重
庆、成都、武汉、北京、广州、深圳、郑
州、上海、杭州成为招聘需求量较大
的TOP10城市，不少新一线城市招聘
需求反超一线城市。上海、北京、郑

州等城市在春节以来招聘需求环比
增长趋势较为平稳，长假结束的复工
阶段出现了招聘小高峰。从求职活
跃城市来看，位居求职需求前10位的
是北京、深圳、成都、上海、重庆、广
州、武汉、杭州、长沙、西安，一线城市
求职热度总体高于新一线城市。

春节期间，招聘需求排在TOP10
的职位是普工、物流专员/助理、操作
工、包装工、组装工、快递员、保安、仓
库管理员、分拣员、装卸/搬运工。初
三，普工、操作工、组装工招聘需求增
速明显，这与制造业企业开足马力快
速复工有关。春节后，随着越来越多

企业复工复产，基层的仓库管理员、
保安招聘环比增速较快。同时，节日
期间的生活配送服务仍然“不打烊”，
带动了物流专员/助理，包装工和快
递员等岗位的招聘。

在求职投递热门职位方面，春节
期间，普工、货运司机、文员、店员/营
业员、商务司机、保安、服务员、销售代
表、厨师/厨师长、淘宝客服的求职需
求排名前 10位。由于普工招聘需求
大、就业机会多，因此吸引众多求职者
应聘。货运司机、商务司机等交通运
输岗位收入水平较高，也是许多求职
者的理性之选。叠加今年春节期间交

通运输和线上购物仍正常运营，上述
岗位的市场需求较大，由此带动了求
职需求增长。初二，货运司机、商务司
机和淘宝客服求职增幅呈增长趋势。

对于春节期间的薪资情况，58同
城招聘研究院也进行了统计。春节
期间企业平均支付薪资为 7124 元/
月，复工后平均支付薪资为 7205元/
月，初八是春节后第二天，企业平均
支付薪资环比增长较快，增幅4.66%，
薪资达到7491元/月。春节后进入传
统的招聘求职高峰期，随着企业招聘
需求的增长，企业平均支付薪资也呈
上升态势。 （金融界）

春节期间普工招聘需求旺盛
平均支付薪资为7124元/月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1945名 18—35周岁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两栖青
年”群体规模不断壮大，58.3%的受访青年认为是新兴行业
和职业对年轻人吸引力变大。

在广东从事会计工作的王楠（化名）兼职代购。她认
为，兴趣爱好是她选择成为“两栖青年”的主要原因，“平
时我就喜欢买买买，做代购正好满足了我的热爱。如果
自己不喜欢，很难坚持下去”。

曹宇（化名）在上海某证券公司任职，他感到，青年选
择成为“两栖青年”，能够在副业当中充分发挥兴趣爱好，
是实现自己价值的一种手段，会非常享受自己的副业，而
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压力和任务。“但我认为，很大一部分
人成为‘两栖青年’是迫于生活压力。副业让他们有机会
获得更多收入，降低生活压力”。

“我认为是各种新兴职业变多了，有更多灵活副业可供
年轻人选择，既不是很占时间，又不用占空间和资金，这些副
业的出现推动着年轻人‘两栖’。而且，现在年轻人的就业观
很自由，不认为一个职业就得干一辈子。”北京某事业单位员
工潘程维（化名）表示，他身边就有不少“两栖青年”。

为何有更多年轻人选择成为“两栖青年”？58.3%的受
访青年表示是新兴行业和职业变多了，对年轻人吸引力
变大，56.1%的受访青年直言是经济压力大。其他还有：兼
职成本投入的降低（46.7%），本职工作存在发展瓶颈
（46.5%），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39.7%）。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教授分析，
“两栖青年”群体不断扩大，因素很多，是由市场、个人、用
工单位、技术、法律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比如，当下
年轻人追求多元化工作的体验，以及通过尝试不同的工
作去寻求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企业、用工单位本身
的需求也存在变化”。 （中国青年报）

全职太太，不用朝九晚五，没有
上下班高峰的考验，只需要宅在家里
做做家务、带带孩子。这是一个看起
来很美的“事业”。

然而，在这项貌似光鲜舒适悠
闲的“事业”背后，是女性为家庭牺
牲个人事业和生活的无法考量的
奉献。甚至于，当有一天她们想重
返职场时，还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
验。

辞职回家后，她每天都在“战斗”

今年 47岁的皋女士原是某欧洲
在华投资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几
年前，儿子在一家民办重点初中就读
二年级后，一下子学业压力大增。为
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她毅然裸辞回
家，陪读。

全职在家的这两年，她把家中几
乎所有的家务劳动都一个人扛了下
来。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

原来上班的公司，不仅有养老金、公
积金，还有补充养老金。而辞职后，
她只能按照最低档标准缴纳养老医
保金，公积金也没交。

99%的受访者：
全职带娃对女性有负面影响

不少全职妈妈表示，自从没有了
收入，家里事无巨细都要丈夫决定，
大小开销都得问丈夫要钱，在家的地
位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改变。因
为社交圈越来越小，接触的人大多也
是全职太太，渐渐与社会脱钩，曾经
的理想似乎日益远去。

根据劳动报微信公众号“醒来”
针对“全职带娃对女性生活带来的影
响”的调查显示，仅不到 1%受访者认
为“没什么大影响”；45%的人认为“社
交面、视野越来越窄”；43%认为“容
易产生心理、情感问题”；41%认为“经
济不独立，家庭地位低”。

重返职场，她找了一份打杂的工作

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全职太太
并不会选择“终身全职”，在孩子长
大、学业稳定后，她们最终还是想回
归职场。但面对重返职场过程中的
挑战和困难，她们显然还没有做好充
分准备。

在儿子成功考上市重点高中后，
皋女士开始考虑重新回归职场。
2019年，她开始投放简历，目标是外
企行政管理岗位。然而投出的简历
都是石沉大海。

最近，她托人帮忙进入一家事业
单位下属企业，从事一般的行政管理
工作。但用皋女士自己的的话说，就
是“最低端的打杂”，处于整个公司最
底层。

从昔日的外企中层，到如今的小
公司打杂，经历了职场“断崖式下降”
的皋女士感叹：太难了！

职场适应成新难题

根据劳动报微信公众号调查显
示：逾63%的受访者认为“长期在家与
职场脱节，谋职能力降低”；超过 62%
的受访者认为全职太太回归职场“难
以找到当初满意的职位，不得不降格
应聘”；58%的人认为全职太太“知识
老化、能力降低，无法适应职场节奏
和竞争环境”；近40%的人认为即使重
返职场，她们“在家庭与职场间找到
平衡点也不容易”；有 24%的人认为，

“企业不会优先雇佣有过赋闲在家经
历的女性，会给她们贴上吃不起苦或
能力不够的标签”。

“有些全职太太认为自己是有能
力的，但她从前的经验能否胜任当下
的工作，存在认知偏差。”因此在求职
时，职业指导师会建议她们在薪资、
岗位等方面稍退一步。

（劳动报）

全职太太回归职场适应难

新兴职业变多，经济压力大……

是什么吸引年轻人“两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