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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修改师”
兴起 暴露出哪些问题
蒋理
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全国高校
毕业生人数预计有 1076万人，比 2021
年增长 167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
新高。同时，行业形势变化加之疫情
影响，也扩大了待业求职的群体。在
此背景下，已在国内发展数年的简历
修改师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有简历修
改师自诩有十年人事工作经验，而一
位顾客花费 300元请其修改简历，发现
修 订 版 的 简 历 只 是“ 套 了 一 个 新 模
板”，
内容则
“几乎没有多大变化”。
简历修改师，顾名思义，就是对求
职者的简历进行修改、优化，以敲开用
人单位的大门，提高求职成功率。对
于一些缺乏求职经验的求职者来说，
请人修改、优化简历属于正常的市场
需求。但是，必须警惕简历修改师变
为 简 历 虚 构 师 ，对 简 历 进 行 过 度 包
装。每个求职者都必须明确，一份打
动用人单位的简历，不是靠写出来的，
而是需要自己有亲身经历、体验；虚
构、夸大的简历，不但无助于获得岗
位，还可能留下不诚信的污点。
撰 写 、投 递 简 历 是 求 职 的 第 一
关。总体看来，有不少求职者的简历
制作，确实存在问题，格式不规范，内
容泛泛而谈，缺乏个性与针对性。不

同用人单位的招聘岗位不同、招聘标
准不同，求职者应该分析用人单位的
招聘要求，有针对性地制作简历，向用
人单位展示自己胜任这一职位的核心
竞争能力。
一份好的简历，
应具备三性：
个性、
真实性、针对性。个性是指求职者的个
性、
特长；
真实性是指必须客观、
真实，
不
能虚构、编造；
针对性是要有的放矢，
切
中用人单位的需求。其中，
个性是基础，
但遗憾的是，很多求职者没有个性、特
长，
于是就难以制作出一份好的简历。
简历的真实性对求职也十分重要，
因为简历只是求职的第一关，
接下来还
有笔试、面试等诸多环节。求职者即便
依靠
“美化”
后的简历获得笔试、面试的
机会，
但是，
如果简历不真实，
迟早是会
露馅的，不但不能获得聘用，还会因弄
虚作假，
被用人单位列入黑名单。
对于简历修改师这一新兴职业，
需要理性认识。在求职市场上，总会
有少部分求职者会有请人撰写、修改
简历的需求，这也是随社会发展必然
会出现的需求。要避免简历修改师侵
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人才市场，应
对这一新兴职业加以规范，明确职业
标准，对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进行专

业鉴定、评价。
求职者选择简历修改师，也要有
合理的期待，不能轻信简历修改师的
承诺。包括“保过承诺”，这不过是营
销的噱头，有的是赚概率钱，不过就退
款；有的则是只管入围笔试或面试环
节，至于接下来是否会被录用，还是要
靠求职者自己。面对严峻的就业形
势，求职者要对自己的能力进行客观
评估，要有理性的求职规划，不要过度
夸大、迷信简历的作用。
据报道，除了社会人员，还有高校
毕业生找简历修改师优化简历，社会
人员由于没有接受过就业指导，找简
历修改师可以理解。而高校毕业生找
简历修改师优化简历，则暴露出高校
就业指导服务工作的不足。就业指导
与服务课的老师应指导学生如何撰写
简历，并帮助学生修改简历，这也是高
校进行个性化就业指导服务的基本工
作。如果高校毕业生为如何制作一份
好的简历而烦恼，那无非有两个原因，
一是他的求学经历乏善可陈，没有什
么可向用人单位展示的；二是学校没
有开展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或是该
工作执行不到位。这是需要学生和学
校共同反思的。

漫 说

上半年
我国海洋经济
企稳回升
自然资源部 8月 3日发布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
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
2%，海洋经济企稳回升态势
明显。
新华社发 陈琛 编制

不能放任短视频平台刮起“炫富风”
戴先任
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入驻了不少炫富
车、豪宅进行拍照的服务……
博主，
主播们不断上演着一个又一个炫
炫富视频广泛传播，无疑会助推
富
“名场面”
。留言中，
有人很反感这种
拜金等不良社会风气，同时可能对心
炫富行为；
有人直言羡慕，
希望自己也能
智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影响，异
成为
“有钱人”
。这类博主有的是纯粹炫
化扭曲其三观。
耀，
有的则是通过炫富引流，
植入广告牟
炫富风泛滥，与一些短视频平台
取利益。
（据8月2日《法治日报》
）
流量为王、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不无关
短视频平台炫富风泛滥背后，富
系。类似炫富等低俗、恶俗视频本来
贵“包装风”恐是最大推手。据了解， 就有巨大的眼球效应，一些平台运用
在一些电商平台，只需花十几元便可
智能算法对其进行推荐，无形中就成
购买大量制造高端朋友圈人设的素
了这些负能量内容的
“推手”
。
材，如奢侈品、豪车豪宅、余额账单、旅
今年 6月，国家广电总局、文旅部
游休闲甚至直升机购买记录等。一些
联合印发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中明
店家还会提供影像剪辑和文案编排教
确：网络主播不得有展示无节制奢靡
程，博主甚至可以花钱让店家代为运
生活，贬低低收入群体的炫富行为等
营。除售卖虚拟素材外，一些店家还
行为。一些短视频平台因此开展了
出售各种豪车钥匙，提供出租名包、名 “自净”行动，不久前有平台发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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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已对一批存在涉嫌刻意炫富、宣扬
高消费、攀比享乐等不良价值观的内
容和账号进行了处理。
消除此起彼伏的恶俗低俗视频，
平台要切实当好把关人，真正做到“行
业自净”，自觉摒弃“唯流量观”，主动
与“带毒”流量切割，让算法成为“道德
算法”。针对诸如炫富博主带货的行
为，平台要明确为其标明广告字样，对
未标明等涉嫌违反广告法的行为，相
关部门需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除了平台管理和自律，监管部门
也要有更多作为，要让法治亮剑、规则
亮剑。同时，要多渠道弘扬良好社会
风尚，抵制拜金主义等不良文化侵蚀，
通过打防结合、标本兼治，铲除滋生炫
富短视频乱象的土壤。

毕业照套餐
还得家长选
刘硕
“我家孩子今年幼儿园
毕业，光是拍毕业照就花了
五百块。”本应充满温情的
毕业季，却有不少家长怨声
载道，表示幼儿园毕业照动
辄收取三百、多则五六百元
的人头费。记者了解到，目
前广州幼儿毕业班大多有
拍摄毕业照的安排，普遍收
费在家长可接受范围内。
但也有家长表示自主选择
权太少、
“ 套餐”单一。
（据 8
月 3日《羊城晚报》）
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
丰富，大众生活的仪式感也
在逐渐升级。对家长来说，
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是值
得珍藏的宝贵记忆。因此，
在涉及与孩子相关的情感
消费时，家长们总是不吝掏
钱包。由于不少家长都愿意
通过照片写真的方式记录孩
子学习和生活，不少商家看
准商机、顺势而为，
推出了很
多涉及婴幼儿的写真服务。
给幼儿园拍毕业照，也是相
关服务的内容之一。
客观来讲，几百块一套
的毕业照，对于家长来说，
毕竟是自愿选择项目。拍
与不拍，最终选择权都掌握
在家长手中。但值得注意
的是，对于那些同意参与拍
摄的家长来说，可选择的空
间通常有限。比如，不少幼
儿园在毕业照的操作流程
上都是先由幼儿园对拍摄
商家及套餐内容进行挑选，
在敲定好相关内容和价格
后，再就家长是否参与毕业
照拍摄的问题进行沟通。
而家长在拍摄流程中，只能
被动接受拍摄的套餐内容
和价格，至于商家的拍摄内
容是否与套餐一致、拍摄质
量能否达到预期，家长往往
别无选择。
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
毕业只有一次，毕业照的时
效性较强，一旦不合心意，
很难有重新拍摄和修改的
机会。诚然，幼儿园统一安
排毕业照拍摄，在操作和协
调上相对便捷。不过，家长
毕竟是幼儿园毕业照的消
费者。幼儿园一锤定音，显
然并没有充分尊重家长作
为消费者的选择权。
因此，为了避免商家服
务内容货不对板，防止某些
商家对幼儿园毕业照长期垄
断，
化解毕业照价格纠纷，
让
本应是成长纪念的毕业照不
留遗憾，幼儿园还是要多多
尊重家长的选择权。比如，
在涉及类似幼儿园毕业照等
增值服务时，增加家委会选
品监督、家长审议等环节，
给
家长更多选择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