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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溺水工作关键是防患于未然。”肖
政辉说。

高玉瑞等业内人士建议，各地应明确
属地管理责任，重点加强农村地区无人看
管的平塘、水库、矿坑等排查巡控，完善重
点时段、重点水域专人值守制度，一旦有
人落水可以立即营救，切实做到“有人巡、
有人管、有人防、有人救”。

此外，还应加大预防溺水宣传力度，
尤其是对学生、家长的安全教育要更加重
视。

“当前防溺水安全教育注重‘量’的同
时，应更注重‘质’。以更加生动形象直观
的形式，让孩子们喜闻乐见、入脑入心，将

安全意识根植于学生的大脑中。”湖南省
怀化市教育局一位负责人说，宣传教育还
需进村入户，全方位弥补教育宣传短板。

海南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建议，应加
大对中小学生游泳教育的普及和培训，逐
步推进高年级学生掌握自救和科学救人
的技能。

“各地还应完善预防溺水应急预案，
加强救援队伍、设施建设。”湖南大学教育
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刘声涛说，应在溺水高
发、隐患集中地区开展应急演练，建立应
急救援队、设置救援设施，不断提高处理
突发事件的能力。

“对学生的安全管理没有假期，永不

放假。”近日，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召开学生防溺水安全紧急会议提出，坚
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州县乡村组“五
级书记”抓防溺水工作，切实扛起校园安
全的兜底责任。对水域包保值守全覆
盖，明确产权水域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实施一批微防护工程，做到对所有水域
全覆盖有人值守。对家长包保培训全覆
盖，对所有学生、幼儿家长进行全覆盖警
示教育培训，签订防溺水责任书。按照
印发的防溺水硬措施，如再出现溺水事
件，将从严从重从快顶格问责处理。

（新华社北京 7月 12 日电 记者王
凯 谢樱 赵叶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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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到来，
全国多地发生
多起溺水事件，
少年儿童不幸
溺 亡 时 有 发
生。近年来，教
育部门每年都
会出台相关政
策文件、发布预
警通告，部署指
导预防中小学
生防溺水工作。

此 类 事 件
为何“屡防屡
现”？如何彻底
堵住溺水安全
漏洞？对此，新
华社记者进行
了采访。

7月4日，江苏省泰州市几名少年在江
边戏水，造成2人溺水身亡；同一日，江西
省抚州市一名15岁少年私自下河游泳，不
幸溺水身亡；6月26日，海南省临高县临城
镇文澜江和北部湾交汇海域发生一起溺水
事故，共造成4名未成年人死亡……

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少年儿童
溺水死亡人数占总数的56%，平均每天有
88个孩子因溺水死亡。溺水已成为中小
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医学教研室
主任李湘民介绍，人溺水后大量的水和异
物进入呼吸道，会导致呼吸道严重堵塞出
现窒息，还会刺激喉部引起痉挛导致呼吸
抑制甚至心脏停搏，这两种情况都会致人
死亡。

据青岛红十字搜救队队委会成员高
玉瑞介绍，搜救队每年都会实施多起溺水
救援，其中溺亡事故不在少数。

“夏季天气炎热，孩子们又喜欢玩水，
增加了溺水事故的概率。”高玉瑞说，从业9

年来他已参与数十起落水救援事故。今年
以来参与水域救援10起，其中1起溺亡。
在这些事故中，12至17岁的少年出事故较
多，这些落水的中学生，绝大部分是自己或
者结伴下水游玩，没有家长陪护。

“池塘、水库看似平静，有些地方水看
起来很浅，实则危机四伏。水底不起眼的
淤泥、水草可能就是儿童溺水的罪魁祸
首。”高玉瑞说，在他参与的溺水救援中，
以野外河道和池塘居多，其中池塘溺水占
到溺水总数的一半以上。

业内人士说，儿童溺水悲剧之所
以“屡防屡现”，避险意识淡薄、防溺水
教育和监管缺位，成为引发悲剧的主
要原因。

“宣传教育、避险意识不入脑，这是防
溺水工作的一大难点。”海南省教育厅学
校安全工作处副处长王卫红说，溺水多发
于农村地区，学校虽进行了安全教育，学
生仍没有引起重视。家长的安全避险意

识也很淡薄。
“年轻家长因为玩手机等忽视了看

管，孩子一旦发生溺水，几分钟人就没
了。”湖南省儿童医院院长肖政辉说。

多位中小学教师表示，每年暑假前学
校都会下发一封防溺水须知的家长信，并
要求家长签名提交回执单，“有的家长签
了回执单但忽视了提醒，老师反复督促甚
至造成一些家长反感。”

一位农村小学校长说，学校每年在暑
假前都会用广播重复“喊话”，班主任也会
在班级多次强调，但学生到底听没听进去

“不好说”，效果并不算理想。
此外，王卫红等认为，一些具有中高

风险隐患的水库、水塘、水井、鱼塘等缺乏
有效监管。有的地方对隐患排查整治不
深入，人防、物防、技防投入力度不大，“蜻
蜓点水”式地走形式、走过场。

郑静表示，一些新职业公布
后，业界期待有明确的从业标准。
例如，碳排放管理员作为一个新兴
的职业，没有全国统一的资格认
证，行业内相关证书五花八门，有
行业协会颁发的，有培训机构颁发
的。随着从业者的增多，需要对这
一职业进行规范，明确其从业的要
求、条件等。

数据安全工程技术人员是今

年新公布的新职业，奇安信行业安
全研究中心主任裴智勇介绍说，数
据安全人才的短期缺口在 5万至
10万人之间，目前已经有高校开
设了部分数据安全相关的课程，但
体系化的数据安全课程还很缺乏，
所学内容与应用实践仍然有较大
差距。

郑静等人建议，针对新职业，主
管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可发挥带头

作用，建立规范的从业准入标准，提
供多样的技能培训，既规范行业的
发展，也帮助新职业从业者在个人
成长方面获得更多的支持。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制
定新职业标准，并指导培训机构依
据国家职业标准开展培训。同时，
积极稳妥推行社会化评价，对评价
认定合格的人员，由评价机构按照

有关规定颁发证书。
在人才培养方面，裴智勇认

为，人才需求和人才培养都是根据
市场实际情况不断变化的，因此，
相关行业、相关单位要在日常工作
中加强对从业者的培训，让新职业
从业者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
展的需要。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
者胡林果 武江民 邵鲁文 唐弢）

新职业需要加强标准制定与专业培训

民宿管家、研学旅行指导师……

越来越多的新职业有了权威“身份证”
从事研学旅行指导工作的何意最近很高兴，因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期向社会公示的18个新职业中，研学

旅行指导师在列。她感觉自己新潮的职业身份得到权威认可。
近期，人社部向社会公示民宿管家、家庭教育指导师、研学旅行指导师等18个新职业。经公示征求意见、修改完

善后，这些新职业将被纳入新版职业分类大典。
“新鲜出炉”的新职业反映了哪些趋势？对大学生就业将带来哪些机会？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
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随着制造
业不断向先进制造业、智能制造业升
级，一批技术含量高的新职业随之产
生。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新消费市场的产生，大量新职业应
运而生。

据悉，此前2019年至2021年间，人
社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4批共56个
新职业。“新华视点”记者梳理发现，包括
今年公示的18个新职业在内，人社部发
布的这些新职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

——数字和高新技术领域，如大数
据工程技术人员、无人机驾驶员、物联网
安装调试员、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

作为农业数字技术研发和推广人
员，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所
长彭秀媛期待更多人成为农业数字化技
术员。“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是连接农业科
研和实际农业生产的重要纽带。”彭秀媛
说，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是未来的趋
势，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将在农业生产中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服务业领域，如民宿管家、
调饮师、研学旅行指导师等。

职业目录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宿行业蓬勃发展，民
宿管家群体也逐渐壮大。40岁的陈利
萍是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镇莫梵4号楼
的民宿管家，每月工资5000元，年终还
有奖金。据了解，德清县登记在册的民
宿有近900家，民宿管家有4000人左
右。

——能源与环保领域，如碳排放管
理员、碳汇计量评估师、综合能源服务
员、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等。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目标要求
下，一批“绿色职业”诞生了。在山东省
循环经济协会碳交易专委会主任郑静看
来，碳排放管理员这个职业前景很好，未
来几十年碳达峰碳中和都会是一项重点
工作。“很多人看到这个职业的前景，想
要跻身其中。”

除此之外，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
使很多传统职业有了新的呈现方式，拓
宽了毕业生的就业路径。英语专业出身
的张宁大学毕业后做起了英语在线辅
导，通过在线学习平台，为学生提供学习
规划和指导。2020年他的职业也有了

“官方认证”——在线学习服务师。

一些新职业从业者说，看到自
己从事的工作被列入国家正式的职
业目录，感觉自己获得了社会的认
可，对工作更有信心了。

每天到店后准备好量杯、奶泡
壶等工具，冲泡、打泡、拉花，根据顾
客需求调节糖分配比、果汁与茶的
配料占比……济南的调饮师苏悦

说，调饮师成为2021年国家公布的
新职业后，她感觉对自己职业更有
认同感，生活更有奔头了。

在德清县经营民宿的阎兴頔说，
过去招民宿管家，常常忽略了岗位匹
配性和专业性，民宿管家的工作界限
也比较模糊，往往需要对各种杂活“全
包办”。民宿管家成为新职业后，一些

职业院校可以专门培养这方面的人
才，民宿招人就会有明确的对象。

德清县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
科长费佳敏表示，民宿管家成为受国
家认可的新职业，会推动更多的高校、
职业院校大力建设相关学科专业。浙
江旅游职业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围
绕民宿管理，学校开设了多门核心课

程和拓展课程，希望能够通过培训全
方位提升民宿管家的业务水平。

针对当前庞大的新职业市场，
各地也在筹备新职业相关的技能培
训。“十四五”时期辽宁省将面向各
类城乡劳动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
培训150万人次左右，广泛开展新
职业、新业态从业人员技能培训。

新职业有了“身份证”，从业者“更有信心了”

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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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岷江书院，民宿管家向参观者介绍用于住宿的合院。 新华社发

夏季儿童溺水悲剧频发

儿童溺水缘何屡现

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网

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

拟中选药品平均降价48%
据新华社南京7月12日电（记者彭韵佳 邱冰

清）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12日在江苏
南京产生拟中选结果。此次集采有60种药品采购
成功，327个拟中选产品平均降价48%，按约定采购
量测算，预计每年可节省费用185亿元。

此次集采药品涉及31个治疗类别，包括高血压、
糖尿病、抗感染、消化道疾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
以及肺癌、肝癌、肾癌、肠癌等重大疾病用药，群众受
益面广、获得感强。以肝癌一线靶向药仑伐替尼胶囊
为例，每粒从108元下降到平均18元，一个治疗周期
可节约费用8100元。在降血压领域首次纳入缓控释
剂型，硝苯地平控释片降价58%、美托洛尔缓释片降
价53%，高血压患者用药负担明显减轻。

此外，美国辉瑞公司的替加环素、日本安斯泰来
公司的米卡芬净、西班牙艾美罗公司的依巴斯汀、意
大利博莱科信谊公司的碘帕醇等4个原研药中选，
平均降价67%。

在采购规则上，此次集采坚持“量价挂钩、招采
合一”的基本原则和“国家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
作”工作机制，并作出进一步调整优化，强化供应保
障，如引入备供机制，每个省份将同时有一个主供企
业和一个备供企业，确保临床使用稳定。

新华社发

明日又见“超级月亮”
系年度“最大满月”

据新华社天津7月12日电（记者周润健）6月
14日的“超级月亮”，很多人记忆犹新，一个月后，也
就是7月14日（农历六月十六）的“超级月亮”又要
来了，这轮“超级月亮”是年度“最大满月”。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
介绍说，一个公历年中，通常会有12次或13次满
月。我们知道，月亮绕地球公转的轨道并不是一个
圆形，而是一个椭圆形，因此，月球就会有时离地球
近，有时离地球远，离地球最近处称为近地点，反之
为远地点。满月发生时如果月亮正好运行至近地点
附近，这时的月亮看起来又大又圆，被称为“超级月
亮”或“超级满月”；如果满月发生的时刻与月球位于
近地点的时刻最近时，就会出现年度“最大满月”，反
之，则会出现年度“最小满月”。“最大满月”和“最小
满月”的视直径相差大约14%。

如何欣赏这轮年度最大“超级月亮”？“对于绝大
多数公众来说，13日晚间观赏和拍摄更加合适，尤
其是月升时刻，壮美绝伦，也更适合拍摄带地景的精
美照片。”杨婧说。

电动汽车充电桩等领域
16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者赵文君）目
前，电动汽车的充电设施已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电能
计量标准。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实施《电动汽车
交流充电桩检定规程》，进一步明确电动汽车充电桩
的计量要求，提高适用性和现场检定效率，推进电动
汽车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据介绍，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实施了包括《电
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检定规程》在内的16项国家计量
技术规范，覆盖多个领域。如广泛应用于高端机床、
飞机制造、智能制造等先进制造产业的《球杆仪校准
规范》；促进微纳米薄膜材料和器件在相关产业应用
的《纳米压入仪校准规范》；为道路交通技术监控系
统提供技术依据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系统时间参
数校准规范》；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水质自动监测质量
体系的《水中挥发酚在线监测仪校准规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