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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商大学邓辅玉老师将
“话剧”
搬上课堂
帮助大学生们练习沟通技巧

求职之路

如何为面试加分？
大学老师教你几招

生活服务业新业态增长

“沟通很难，但也很简单。沟通并不一定要使对方完全接
受自己的观念与价值，但一定要使对方完全明白你的观念与
价值。”10 月 13 日，重庆工商大学的讲台上，邓辅玉向她的学
生们传授着“沟通”的秘诀。
在重庆工商大学，邓辅玉的《管理沟通》课很火，课堂上学生总是坐
得满满当当，除了本专业的学生，很多其他学院的学生也会慕名而来。
除了向学生传授知识“干货”，邓辅玉还将“零距离”、
“ 互联网+”、
“ 情境
模拟”搬上了课堂。

教书教什么？结合自己所教的专业，真正
能够带给学生什么？20 年前，邓辅玉初踏讲
台之始，
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如今，邓辅玉在她教授的《管理沟通》课程
中，不仅帮助学生理解沟通基础知识，还通过
思维训练和技能提升培养学生“换位思考”的
沟通意识。她说，沟通技巧是“术”，做人方式
是“道”，只有道术相济，才能发挥大学教学的
育人功能。
“学会沟通，大到商业谈判，小到日常生
活，都是一项特别重要的能力。”针对大学生们
的状况，邓辅玉的“干货”常常从一些学生们近
期可能会用到的事情上“做功课”。例如，如何
通过沟通和同学合理高效分配好团队任务；大
学生毕业后找工作，如何通过沟通的艺术，在
面试场上展现自己的能力和谈吐……
如何让应届毕业生第一时间获得面试官
青睐？针对这个问题，邓辅玉为学生们制定了
关于“沟通”能力的培养：首先是要做到分析对
方，然后再分析自己，发言前要组织观点内容，
构建逻辑结构，还要做好渠道选择，此外用心
倾听也是沟通中的一大诀窍。

怎么教？
教授的同时注重应用掌握
怎么把这些内容教给大学生呢？通过哪
些形式最高效？邓辅玉同样有自己的
“点子”。
邓辅玉的课总是暗藏“惊喜”：对于小组竞
赛获胜的学生，邓辅玉会拿出在网上买的网红
零食发给学生。
“投其所好”的同时，也让这群
学生真正爱上她的课堂。
邓辅玉认为，教学两个字应该分开讲，教
即教授，学即学会。一个人怎样才是学会东
西？一是自己要懂，二是要表达出来，三是让
接受者在轻松的环境中掌握并学会提炼、升
华。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更应该做到：对于枯燥
的专业知识，既要让学生轻松地掌握，把原理
搞清楚，又要进一步深入，拓展思维，评析学界
的观点。
为此，邓辅玉总是结合课程内容，提出新
颖的论题，让学生深入思考，自由讨论，通过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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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体验、新消费需求不断被挖掘，一些新业态、新职业涌
现出来。
从消费端看，与生活服务业新体验、新消费相关的新业态如雨后
春笋般生长起来。据美团研究院统计，仅在美团平台上的新体验类
的生活服务业新业态就多达 47 个，既包括室内萌宠互动（如宠物咖
啡馆）、宠物摄影、电影酒店等传统业态融合了新内容后重新焕发活
力的新业态，也包括极限体验（蹦床、漂浮、冲浪、跳伞、滑翔伞等）、小
众爱好体验（油画、花艺、国学、戏曲培训、开蚌）等重度垂直体验类新
业态，还包括因疫情而引起关注的家庭/公共场所消毒杀菌、医疗机
构的核酸检测、线上医疗等医疗健康类新业态。
2019 年，美团平台上的生活服务业新业态交易额
TOP10 分别是：外卖、团购、闪购、网约车、民宿、主题
餐厅、共享出行、轻医美、密室、生鲜零售。

行辩论会等形式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掌
握。不仅如此，邓辅玉的课堂总是“闹哄哄”，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是学生们
最喜欢的环节，不仅轻松有趣，邓辅玉还经常
模拟面试官，来提高改进学生们的面试技巧和
水平。
此外，通过“互联网+教育”的思维，邓辅
玉走出了一条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的道路。
她将自己第二天的课发布到学习平台和 APP
上，学生不仅可以提前预习掌握知识，同时也
能够提出难点和感兴趣的点，邓辅玉再结合这
些问题优化讲课的内容，
做到
“以学定教”。
“一堂好课，首先要吸引学生，每个环节要
把与学生产生共鸣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针对
专业的自身特点，邓辅玉不断更新讲授内容，
巧用视频资源，适时跟踪学科前沿问题，把一
些典型的案例、有见地的观点和思路融入教
案，丰富教学内容，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增强了课堂上的互动性。

新职业越来越多
生活服务业丰富的业态成为新就业形态、新职业
从业者的摇篮，孕育了大批潜在的新职业从业者。
问卷调查发现，已经在新兴行业就业的新职业从
业者的比重为 8.2%，19.7%的从业者来自商业和生活
服务业（非新兴行业），该比重较 2019 年的 18.3%提
升了 1.4 个百分点。
仅美团平台上因新业态而孕育的新职业就超过
70 种。这些新职业包括：
在 2015 年后纳入国家《职业大典》的网约配送
员、互联网营销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在线学习服
务师等；尚未纳入国家《职业大典》，但已在生活服务
业中有一定规模的职业，如数字化运营师、互联网在
线教育培训师、密室设计师、收纳师等；刚出现不久，
尚未形成规模，但已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的职业，如社
区团购团长、私影行业的观影顾问、版权购买师、轰
趴馆的轰趴管家、VR 行业的 VR 指导师、轻食行业
的套餐设计师/卡路里规划师、茶饮行业的奶茶试喝
员、为宠物研发美食的宠物烘焙师等。

为何这样教？
让学生在学习中多方位提升
“邓老师的课，最能密切联系时代背景，将
专业课程及思政课程有机融合起来。特别是
在《管理沟通》课堂上，她以话剧的形式将有效
沟通的技巧、丰富的思政元素充分地融入到了
剧情之中。”往届毕业生告诉记者，邓辅玉把上
课的同学分为四个小组，每个小组分别以大学
生毕业后的面试、大学生树立理想信念为家乡
做贡献、以《甄嬛传》为背景的职场生存法则、
职场实习生的蜕变为主题，要求小组成员将对
管理沟通的方式、技巧的理解和课程思政的认
识，通过灵活、新鲜、多元化、互动等创新的形
式呈现出来，每个话剧的结尾以总结的形式将
专业知识及思政元素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话
剧的选题符合新时代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做到
了
“理论和实际、专业与思政”
的两个融合。
在日常课程中，邓辅玉常常提前半个小时
到教室，为学生答疑解惑，关于考研的、考公务
员的、学习的、生活的，学生有问题都愿意向她
请教，
与她交流。
不久前，邓辅玉的主讲课程《管理沟通》获
得
“重庆市高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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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这些新职业 今年流行又赚钱
14 日，智联招聘联手美团研究院发布《2020 年生活服务业新业
态和新职业从业者报告》。报告显示，日渐丰富的生活服务业孕育了
大批潜在的新职业从业者，超过 5 成的新职业从业者因为收入选择
新职业，
21.2%的从业者月收入超过 12000 元。

邓辅玉（前排左 2）和学生们在一起。

教什么？
要带给学生最需要的东西

网约配送员、在线学习服务师、卡路里规划
师、奶茶试喝员、宠物烘焙师……

新职业从业者收入有竞争力
与其他传统行业、传统职业相比，生活服
务业新职业从业者在从业路径上更加清晰，可
持续性增强，易于形成专业能力、爱好和收入
的良性循环。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热爱和收入成为新职
业从业者从业原因上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时
间自由则成为新职业从业者选择新职业的第
三大原因，占比达到 37.0%。
从收入分布看，新职业从业者的收入具有
一定的市场竞争力，56.9%的从业者月收入高
于 6000 元，36.1%的从业者月收入高于 9000
元，21.2%的从业者月收入超过 12000 元。其
中，月收入高于 25000 元的从业者的占比达到
5.6%，与 2019 年持平。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新职业女性从业者中的高收入群体的占比
有所提升，月收入超过 15000 元的从业者的占
比从 2019 年的 8.1%提升至 2020 年的 9.5%。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林祺

接房通知书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远道祥运输有限公司，重庆友熙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居然之家家居艺 重庆信而泰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渝

兹有重庆先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BUYYXM，拟 术小镇二期（N14-1、N14-5-1 号地块）项目 AK5K89的营运证，证号500105023937，声明作废
施工许可证，证号：500112202007230101；居
南川区水江钒钛磁铁矿高效清洁提取项目一期工 西南大学荣昌校区王家坡家属楼片区被征收人：
西南大学荣昌校区王家坡家属楼片区（项目对外销售名称“河畔学苑”
）4 号楼安置房屋已 将注册资本由 600 万元减少为 100 万元。请债权债 然之家家居艺术小镇二期（N14-1、N14-5-1 重庆信而泰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渝
程，该项目已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完工验收并交
号 500103798012819；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付使用。为全面清理登记本项目所涉的人工费、通过相关部门验收，已取得《重庆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符合入住条件，现通知您 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 地块）卓越蔚蓝城 5＃楼预售许可证，证号：渝 AR9D28的营运证，证号500105025813，声明作废
公告 2020年10月15日
正副本及IC卡代码号798012819，声明作废。 材料费、机械设备租赁费、往来借款（担保）等债 办理接房手续。
住建委（2020）预字第（1176）号，声明作废。 重庆信而泰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渝
务，请凡与该工程存有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遗失2009年07月07日核发的重庆德冠商贸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和颐致尚酒店有限公 A628HS的营运证，证号50010502397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一零三五传媒有限公司（注 务必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8 日
一、办理地点：重庆市荣昌区河畔学苑商业街（西南大学后校门）。
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500103000072612声明作废
册号：500903000010092）股东会决议，本公 带上相关凭据前往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区牡丹路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60GN120D，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遗失华润置地
二、所需携带资料（被征收人为多人的，需提供所有被征收人的相关证件资料）：
《西南大
(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华润置地
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 7 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与本公司该项目会计徐霞 学荣昌校区王家坡家属楼房屋收购协议》原件、
《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原 遗失重庆德冠商贸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拟将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减少为 50 万元。请债权 (重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万象城二层 L283 收据
女士（电话 15215073472）联系并办理登记手续，
日起 45 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逾期超过三日，则本公司概不受理。特此公告 件、被征收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委托办理的，需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人和被征收人的有效 500103798012819），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 IC 卡 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 1 张,收据编号 1776963,记载装修押金，金额
（代码798012819）声明作废
28354.50 元(贰万捌仟叁佰伍拾肆元伍角整),特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 年10月15日 重庆先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3 日 身份证原件）、婚姻证明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
此公告 2020年10月15日
三、注意事项：
减资公告：经重庆众沃车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减资公告：经重庆卉都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此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法律后果
减资公告：重庆市卡里贝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遗失声明：本人李诚，身份证号码：51132419
由我司承担，与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
1、超期过渡费计算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
码：
91500116095668563M）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
信用代码：
91500108793524751U）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
司重庆分公司/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无关。
信用代 91500107MA5U7TMJ6M）经股东会决议，本公 9611046390 购 买 重 庆·中 骏·云 景 台 房 号
2、办理时间 2020 年 10 月 21 日起（注：周六、周日除外）联系电话：023-46762206 46268558

◆重庆市小苹果科技有限公司（税号9150000032774 ◆遗失2014年08月29日核发的重庆高高万贸易有限公
9996P）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2张遗失，发票代码0500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4000047216声明作废
01900104，发票号码28622925-2862292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明旋餐饮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
◆王钰琪遗失重庆恒大健康城认筹书认副本，编号JY25001180170494，声明作废
筹编号C0592331金额2万元,声明作废 ◆遗失渝中区古先生食品批发部公章壹枚(编号50010380
◆ 重 庆 瑞 聚 商 务 服 务 有 限 责 任 公 司（公 章 号54953)、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38054954)声明作废 司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至1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18-1806，不慎遗失房款收据编号：0965901， 3、结清安置房款补交款和物业服务管理费、代收代缴
册资本从8000万元减少到20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根据《公司法》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5001068193113）遗失公章刻章证明原件，声明作废 ◆遗失个体工商户周亮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定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收 据 金 额 ：278800.00（贰 拾 柒 万 捌 仠 捌 佰 的契税及公共维修基金等相关费用后领取安置房钥匙。
讣告寻亲
4、本次接房的对象为 2019 年签订协议，安置房屋在
元），契税收据编号：0965816, 收据金额：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15日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15日
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0月15日
◆遗失江北区林瑞建材经营部财务章本，编号JY25001080231209，声明作废
廖家秀，女，汉族，76 岁，身份证
10000.00（壹万元），契税及专项维修基金收“宏博·河畔学苑”4 号楼的被征收人。
重庆市荣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重庆市渝北区回兴阳和富渝幼儿园 减资公告：重庆筑立建筑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及预留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垫江县富容调料经营部公章壹枚 注销公告：经重庆伟联科电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据编号：0965902，收据金额：13886.28（壹万
信用代码91500109MA614KL418）股东决定，拟 叁仠捌佰捌拾陆元贰角捌分）。特此声明此
2020 年 10 月 15 日 （原登记证号01035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12091243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345927039M，经股东会决议， 号 510202194311185922，于 2020 年
◆遗失巫山县杰明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发票专及经营者董延容私章壹枚，声明作废
7608）经重庆市渝北区教育委员会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至100万元，根据《公司法》 10 月 13 日因病在重庆长安三博医院
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债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用章编号（5002379811144）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天下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务人在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收据作废！因此产生一切经济责任均由本人
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到本公司
承担与重庆坤煌港帆实业有限公司无关。
逝世，请相关家属自登报日起7日内与
重庆市西彭工业园区投资服务中心拟向事 重庆市西彭工业园区财政所拟向事业单位 年10月15日起45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0月15日
◆重庆市巴南区宝果花木种植场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黄小红遗失重庆南唐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契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0月15日
声明人：李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
巴南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1034010120440001065作废。税款收据，票号0034502，金额：35442.52元，声明作废 ◆刘邦玲建筑起重机械司机渝A042019043812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北区房友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开
迁坟公告
◆郑益杨遗失重庆市育才成功学校重庆市民办收费 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店街道蓝色经典社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10月15日起 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0 年 10 月 15 日起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地〔2016〕1127 号、渝府
区曾光华联系，电话023-67959226。
◆声明：重庆南岸蓝滨城幼儿园遗失重庆市◆重庆青旅物流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地〔2019〕2170 号批准，征收广阳镇塘坎村新二组、回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具给重庆攀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江北分公司 专用收据，票号000035380 金额7500元,声明作废
南岸区教育财务结算中心内部转账结算公司重庆龙溪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3100086209024 ◆谷德洲遗失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2020 龙桥村回龙组部分集体土地，作为经开区实施城市规
收据 1 份编号:1342646 金额 10000 元，大写 ◆郑明伟遗失重庆市育才成功学校重庆市民办收费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收养认领寻亲公告
（两个学院项目）。请在征地范围内的坟
年5月9日开据的原30-泡沫箱9棚位经营安全保证金 划建设用地
单，编号0060251-0060266，声明作废。 857679，核准号：J6530017828704，声明作废
墓主自登报公告之日起，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内自行 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共卫生管理服务中心拟向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口和计划生育药具管理中心 一万元整，
徐梅 2015 年 8 月 24 日在重庆市巴
已盖公司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专用收据，票号000035381 金额7500元,声明作废
逾期未迁移视为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
南区济仁医院被一陌生女子托付一名由
◆遗失华泰财险交强险保单客户联、交管◆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南泉街道敬票据，票据号1910011，金额2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迁移坟墓，
声明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服务中心 2020 年 10 月 15 日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0 年 10 月 13 日起 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0 年 10 月 13 上海珈俪时装有限公司遗失华润置地（重庆）
◆遗失重庆四海众信科技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联，印刷号1110085632，声明作废。 老院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甘肃长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重庆地区未 白底花纹被子包裹的女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有限公司重庆万象城 L4 层 L418 商铺 Lu
公告
Lualways 收据 3 张，收据编号 00175197 记载 使用本公司在公安局备案的章盖章和没有法人 婴，头戴白色帽子，无疾
本机关已受理韩开兵的
◆柴晓梅遗失重庆恒大时代新城认筹书,◆遗失重庆匠鑫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 5001038035617)、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重庆固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罗驹 租 赁 保 证 金 金 额 212286 元 ，收 据 编 号 签字的所有文件是无效的。按照相关法律法 病,现取名涂雯馨。望小
工伤认定申请。请你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 注销公告：重庆南岸稳庆光电厂因故解散，请债权人、债 声明：
认筹编号C8517154金额2万元,声明作废 84372598)、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84372599)声明作废 ◆声明:綦江齿轮协会遗失中国银行綦江支 到本机关领取长寿人社伤险举字〔2020〕198 号工伤 务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来我厂清算债（身份证号码513431198508122814），00185547 记载水电费押金 7860 元，收据编号 规，未经本公司授权以本公司名义活动的一切 孩 亲 人 与 知 情 者 联 系
逾期不领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权、债务。本厂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工商部门办理
00185548 记载 POS 机押金 5000 元，特此声 事项都是无效的。本公司不承担一切责任。 19923319605。该小孩自
◆遗失2015年05月28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梁长利（注◆遗失重庆韬欣锐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20796103，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
联系人：田老师、王老师 联系电话：
（023）40251559
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重庆南岸稳庆光 于 2020 年 7 月遗失警官证（501022），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法律后果由
甘肃长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告之日起,30 天内若无
联系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桃花行政服务中心 105 室
册号：500104605619556）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执，编号为：50011220181218072，声明作废 账号108808981578，声明作废
执行公务证，工作证，声明作废
2020 年 10 月 15 日 人确认，依法予以安置。
我司承担，与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无关。
重庆市长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10 月 14 日 电厂（注册号：500108100005024)2020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