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进入职场的小贺最近在单位

上遇上了难题。小贺说，小李是和自

己一批进单位的同龄人，可是，小李

的爸爸也在同一单位工作。按道理，

自己应该称呼小李爸爸为“叔叔” ，

可看着比他前一年进公司的同龄人

一口一个“李哥” ，自己不知道该如

何开口了。 “感觉单位上称呼别人

‘叔叔’ 也很奇怪” ，小贺说，现在

自己在单位上遇到老李， 只能尴尬

地一笑而过。

职场新人到底应该怎么称呼同

事和领导？

职场经验丰富的王先生建议，

应根据所在单位的性质， 因地制宜

地采用合适的称呼。 国企以及日韩

等企业一般等级观念较重， 最好以

姓氏加级别来称呼同事及领导，如

王经理、于总等。 如果正职不在场，

既要明确表示职位，又要显示尊敬，

一定要省去“副” 字；如果正职在

场，所有副职一定要注意加上“副”

字，否则自讨苦吃。

在一些私营企业， 由于办公室

文化比较宽松，同事关系相对轻松，

可以直呼其名， 称呼主管也可以是

“头儿” 、“老大” 。在欧美背景的外

企，每个员工都有英文名，彼此一般

直呼英文名字，对上级、老板也是如

此。同时，要注意外企中有不少职位

都用英文简称，适当熟悉一下，避免

在工作中出现低级错误。 而在有些

机关、 事业单位以及一些文化类单

位，称呼依旧沿用老的传统。新人进

入单位对同事以“老师”相称，也是

一种尊敬、谦虚的体现。

混迹职场多年的杜小姐说，职

场称谓要因人而异。她还支招道，如

果才进单位不知道怎么称呼对方，

就先叫“老师” 。 叫声老师总没错。

“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同时要想

称呼得当， 最好还要考虑对方的性

格和喜好，尤其是领导。如果对方是

“死板”型的，称呼“经理”“某总”

就好； 如果是战友型叫 “头儿” 、

“老大” 挺合适；如果是海归型的，

可以投其所好叫他英文名。

如何称呼领导同事， 相关人士

提炼出了“职场称谓的七大注意” ：

1.新人报到后，先大体了解自己所

在部门的同事， 弄清楚每个人的职

位。2.对上级，可直呼其职位，如：张

经理、王主任等。 3.在称呼多位时，

一定要从职位高的向职位低的逐一

称呼，如：李总经理、张经理。4.公司

多位老总都在时， 把每位老总的职

位分开称呼，如：刘总、肖总。5.称呼

时，一定要面带微笑，直视对方，表

现要有礼貌。6.称呼要自然大方，不

做作。7.如不清楚对方职位等，可以

礼貌地问对方：“先生 （女士），我

是新来的， 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您？ ” 本报记者 段筠

现如今找工作难，找好工作更

难，找自己感兴趣的好工作更是难

上加难。 对此，贵阳市人力市场相

关人士建议求职者改变就业观念，

树立先就业再择业的就业观念，这

对人生的职业生涯有好处。

这位人士称， 初入职场的人，

其专业技能、 职业经验等都不足，

就业时存在短板，所以求职者一开

始就想得到好工作不现实。 相反，

求职者在工作中，专业技能得到了

提高、经验得到积累，人脉关系得

到拓宽后，也才能更明确今后的择

业目标。

贵阳市人才市场相关工作人

员建议求职者： 在找工作之前，需

清楚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 爱好、

性格、 发展方向及现阶段工作能

力，做好自我“诊断” ,对就业目标

理性定位,尽量找自己感兴趣的工

作，适合自己的岗位，毕竟工作兴

趣能激发人的动力和热情，甚至能

让个人潜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如果

你找的工作， 只是勉强能接受，那

就要改变心态， 主动迎接挑战,树

立先就业再择业的观念,利用自己

的业余时间充分了解和熟悉岗位

职责，让自己更快、更好地融入工

作。 这样，或因为自己的努力将原

本不喜欢的工作做成了喜欢的职

业， 或为今后新职业积累经验，最

终于现实职业理想。

贵阳市人才市场相关工作人

员说，不同的工作，对岗位和个人

能力都有相应的要求。 例如：会计

工作要求工作认真、细致、对数字

敏感； 人事工作要求沟通能力强、

有耐心，处事干练；销售工作要求

口齿伶俐、 了解顾客消费欲望等

等。 然而，每个求职者性格不同，对

工作的要求也截然不同。 性格外向

的人可能喜欢与人打交道，适合从

事公关、咨询、营销等工作；而性格

内向的人则更喜欢研究类的工作，

诸如工程师、科研、网络技术员等。

总之，只有真正地了解自己，掌握

自己，才能找到既感兴趣又适合自

己的工作。 颜园 本报记者 段筠

【问】 日前，有企业向贵阳市

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询问，该企业的

一个员工上班不久便不告而别，企

业是否可以通过在媒体上登公告

将其辞退？

【答】 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

支队的工作人员称，现实中，偶尔

会有用人单位遇到长久不到公司

上班、 并且无法联系上的劳动者，

对于这样的劳动者，单位是否可以

通过报纸等媒体进行公告将其辞

退，这需要视具体情况来定。

通常情况下，用人单位辞退员

工，应当将书面的解除劳动关系证

明或通知交付员工本人，或通过邮

寄送达。 只有在员工本人下落不

明，或者用上述送达方式无法送达

的情况下，方可公告送达。 用人单

位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 日

仍无劳动者回复可视为公告送达。

因此， 对于无法联系到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应当先通知劳动者的成

年直系亲属转达或者以邮寄等方

式将辞退决定进行送达，在这些方

法仍然无法送达时，进行公告解除

劳动关系是可以的。

熊素娟 本报记者 段筠

为应对春节后招用工高峰，让

企业提前做好春节后现场招聘展位

预定工作， 贵阳市人力资源市场春

节后现场招聘会展位已经于 1 月

17日开始接受预定。

据了解， 春节后是人才供需两

旺的高峰期，人才招聘呈“井喷式”

增长，也是求职者找工作的“黄金

期” 。 为搭建好用人单位与求职者

的沟通桥梁， 防止节后用人单位集

中哄抢展位、 打爆电话无法预订展

位等现象。 贵阳市人力资源市场提

前 20 天开放 2 月 13 日、2 月 15

日、2 月 20 日的三场现场招聘会展

位预定工作， 后期举行的相关招聘

会展位也将在春节过后陆续开放接

受用人单位预定。

春节后首场专场招聘会将于 2

月 13 日以“迎新年、贺新春” 首场

综合性专场招聘会拉开帷幕， 每场

提供 50个标准展位供企业预定，提

供就业岗位约 800个。 企业可自主

登录“贵阳人力资源网（www.gyrc.

com.cn）” 注册、完善企业资料后，

即可完成线上展位预定和提交招聘

文稿，操作方便、快捷、高效、省时，

整个预订展位流程不超过 5分钟便

可完成。

贵阳市人力资源市场工作人员

介绍，临近春节，求职者陆续回家过

年，现场招聘会已进入“寒冬期” ，

市人力资源市场的现场招聘会于 1

月 11日已暂停，但网上招聘正常进

行、春节期间不受影响。 春节后，贵

阳市人力资源市场每逢周三、 周五

都将在南明区都司路 100号贵阳市

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现场招聘会，求

职者可登录贵阳人力资源网注册、

投递简历，查阅现场招聘会信息。有

招聘需求的单位可登录贵阳人力资

源网提前做好展位预定工作， 避免

因年后展位爆满而延误招聘工作。

刘乾燕 本报记者 段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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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除了放假， 辛苦了一年的上班族，

还对“年终奖”满怀期待。2019年 1

月 21日，智联招聘发布“2018 贵阳

白领年终奖调查” ，结果显示，超四

成贵阳白领拿到年终奖，平均值为

6416 元，而孝敬长辈是贵阳白领对

年终奖的主要安排。

参与调查的贵阳白领中有

42.59%的人表示能够拿到年终奖，

这一比例与 2017 年的 47.3%相比，

略有下降。 对于如何使用年终奖，

选择孝敬长辈的贵阳白领最多，高

达 38.79%。 其次是用来“储蓄” ，占

比为 32.76%� 。 年终奖用于“购物”

是第三大开销，占比 23.28%。 2018

年贵阳白领平均年终奖为 6416元，

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二十五位，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7100元。 同时，

相较于 2017年的 9253 元， 有所下

滑。

有无年终奖和年终奖金的多

少对不少有跳槽想法的白领人士

影响较大。 调查显示，贵阳白领中

有 36.42%�的人表示年终奖是影响

他们作出是否跳槽决定的重要因

素， 较去年的 47.3%有一定程度的

下滑。 另外，23.46%�的贵阳白领表

示不会因年终奖的情况而选择跳

槽。 2018 年，因为年终奖不理想而

选择跳槽的贵阳白领的比例较

2017 年下滑明显，这是因为考虑到

目前的经济形势，多数贵阳白领在

跳槽上更谨慎小心。

关于年终奖的意义，更多的贵

阳白领认为“是工作一年应得的回

报” ， 占比达到了 52.47%� ； 其次

“是选择工作的必要条件” ， 所占

比例为 10.49%� ； 仅有 9.26%�的贵

阳白领选择“年终奖没什么特别的

意义” 。

整体来看，年终奖的发放对贵

阳白领来说非常重要，这种现象应

该引起雇主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

年终奖作为年底红利，职场人应理

性看待，确定一个雇主是否优秀还

要综合考量企业文化、 企业前景、

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 对于企业而

言，也要善用激励政策，多方衡量，

使得年终奖既能达到激励员工的

作用， 又能让员工感受到温暖舒

心。 本报记者 孙维娜

2018年平均年终奖为6416元

贵阳白领年终奖调查结果公布———

节后现场招聘会 用人单位可提前预定展位

职场问答

员工不辞而别

能公告辞退吗

职场观察

改变就业观念 才能实现职业理想

“过来人”支招 化解职场称谓尴尬

职场经验

本期《人才周刊》公布的空缺

岗位依然以呼叫岗位居多， 这些岗

位对于性别、年龄的要求越来越低，

值得关注。

贵阳华唐大数据及服务外包产

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需求呼叫座

席，仅要求大专学历，能适应倒班及

接受夜班， 未对年龄和性别做出限

制，提供月薪 3000-6000 元，入职即

签订劳动合同购买五险。

贵阳讯鸟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需求呼叫中心 TSR/CSR （电销与客

服）专员若干，为新进员工提供培训

期，考核通过后进入试用期，社招员

工平均薪资 2500-4500 元， 上不封

顶， 同样没有对年龄、 性别做出限

制。 黔贵汇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需

求客户专员 50 名， 年龄十分放宽，

18-40 岁皆可，待遇为：无责任底薪

(1800)+ 高额提成 + 全勤奖 + 交通

补助， 总收入为 5000-30000 元，另

外还有五险一金、法定节假日、带薪

年假、婚假、产假等，提供双休。

另外，其他岗位方面，世纪恒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需求前端工程

师， 月薪 3500 元以上；Java 开发工

程师，月薪 5000-15000 元；项目主

管，月薪 6000-9000 元；产品助理，

月薪 5000-15000元。

本报记者 陈问菩 实习生 邹坤

呼叫岗位招人

要求不是很高

上周，《人才周刊》收到近百名

求职者的用工反馈，其中，行政类岗

位因为稳定性高， 颇受女性求职者

的关注。

贵阳吉利发动机有限公司承诺

为员工提供： 丰厚的待遇 + 良好的

职业发展平台 + 五险一金 + 餐补 +

住房补贴 + 话补 + 定期体检、 节日

福利、 员工生日会、 员工购车优惠

等，该公司招聘人力资资源类、行政

综合管理类岗位，其中包括：培训与

发展主管 / 专员 2 名、 人力资源合

伙伙伴（H�R�B�P）1 名、绩效薪酬岗

1 名、 人力资源规划岗 （C�O�E）1

名、 接待岗 （英语）1 名 、 商务岗

（采购方向）1 名、后勤管理 3 名、档

案管理 1 名，一周时间 10 人电话咨

询，6 人进入面试环节， 其中多数为

女性求职者。

另外，大唐融合（贵阳）科技有

限 公 司 招 聘 行 政 专 员 ， 月 薪

1600-5000 元，提供五险，生日会，不

定期团建活动，各种补贴，双休等福

利，一周 5人电话咨询。 其他类型岗

位方面，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招聘车险客户经理， 一周时间 3

人电话咨询。 贵阳讯鸟云计算科技

有限公司招聘呼叫中心 TSR/CSR

（电销与客服）专员，一周 6 人电话

咨询。

本报记者 陈问菩 实习生 邹坤

女性求职者

青睐行政岗位

比 2017年的 9253元下降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