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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带来新职业

小潘是一名旅游“发烧友”，从银装素裹到碧海蓝
天，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类酒店住过不少。然而一次
不愉快的住宿经历，让他走上了酒店试睡师的道路。

某旅游网站 2009 年曾公开招募 6 名专职试睡员，
“只需要住酒店就能拿万元月薪”的推介语一度引发网
友追捧。到 2014 年底，兼职试睡员发展到 4700 余名，
小潘就是其中一员。酒店服务、硬件设施、餐饮、周边
环境、交通条件……图文并茂的酒店点评成了他出行的
必备任务。

这份看起来新奇有嘉的职业，正是目前中国新兴职
业的代表。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领英） 统计数据显
示，10年前，大数据架构师、数据科学家、段子手、云
服务专家、微电影策划、私人旅行策划师这些职业还不
存在，现在却变成了很多企业争相招聘的当红“工
种”。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有职业2000余种。

新兴职业多数具有明显的互联网属性。快递员、网
约车司机、在线客服、数据分析师、传媒策划师、游戏
动漫设计师、酒店试睡员等正是在互联网的带动下出现
的。

“这些新职业是随着新的社会需求、商业运行方式等
的涌现而产生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表示，新兴职业有一些新特征，例如，劳动时间
不固定；劳动关系更加多样化，包括劳动关系、劳务关系、
合作关系等；其劳动产出更适应消费者的特定需求，其提
供的产品或服务更便捷、更具备个性化特征等。

新动能孕育新机会

职业变迁素来存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编
制的201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就比1999
年第一版减少 547个职业，其中新增职业 347个、取消职
业894个。

而在当下新旧动能转换的中国社会，职业变迁速度
更快、规模更大了。

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互联网协
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联合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
告2017》，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达3.5万亿
元，比上年增加一倍多；参与提供服务者约 6000 万
人，比上年增加 1000 万人；参与分享经济活动总人数
已超过6亿人。

在分享经济模式下，大量人力、厂房、设备、资金
等闲置生产力被激活。人们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技
能、时间等资源，以自雇型劳动者身份灵活就业。例
如，超过26%的优步司机此前是下岗失业者。

报告指出，到 2020 年分享经济提供服务者人数有
望超过1亿人，其中全职参与人员约2000万人。分享经
济将增加大量灵活就业岗位。

苏海南认为，“新职业就是在‘互联网+’、信息技术
等经济新动能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既要顺应也要引领
新动能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既要依托新动能顺势扩大就
业，满足市场新需求，缓解就业压力并调整就业结构；
也要规避新职业劳动者合法权益受损的情况，及时处理
劳资关系、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关系不协调等问题。”

老手艺迎来“又一春”

有新的职业出现，也有职业“摇身一变”。
十几年前遍布街头的自行车修理匠，曾被认为是已

经被淘汰的职业之一。而在西安某共享单车维修点，单
车维修工每天 8 小时忙个不停。共享单车变“火”了，
修车师傅也成了“香饽饽”。脚蹬子踩坏、链条断裂、
车轮变形、车胎报废……除了自行车修理匠，别人还真
的没办法。

如今的修车师傅，有的被各大共享单车公司招致麾
下，甚至参与技术革新，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而以前
不被看好的剃头匠、修笔匠、铁匠、皮匠、裁缝、篾匠
等手工艺人，“精耕细作”，甚至变身成了私人订制的

“俏师傅”。
其实，关于老手艺究竟留不留的争论一直存在。回

首过去，粮油票证管理员、物资供应员、电影放映员、
铅字工、寻呼台传呼员、钉马掌匠等已经成为不同时代
人们各自的回忆。审视当下，以“无人驾驶”“农用机
器人”“机器仓管员”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崭
露头角，逐步取代基础的劳力工作。

但是，“看待老手艺仍要用两分法。”苏海南说，一
方面，有的职业可替代性强，终究会萎缩消失，要使这
些领域从业者尽快转换职业，掌握新的技能，在劳动市
场上重新找到自己的就业位置；另一方面，对还葆有市
场需求的某些老手艺要保持传承，尤其是对其中有新需
求的，更要巩固、发展和创新，绝不轻易放弃。使老手
艺也能迎来“又一春”。

联合国大会日前通过决议，将
每年 4 月 21 日指定为世界创意和创
新日，并呼吁各国支持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中国这一理念写入联合
国决议，显示了创新作为推动可持
续发展重要动力已获得广泛国际共
识，中国方案再次为全球问题贡献
智慧。

这一方面表明，中国方案具有
全球的普适性。从 2014 年 9 月李克
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双
创”理念迅速贯穿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方方面面。随着中国经济越来
越融入世界体系，中国与世界面临
的问题也越来越呈现出某种“同频
共振”，因此，中国提出的旨在破解
国内问题的解决方案，注定具有全
球价值。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消除
贫困、促进均衡增长，持续增加就
业等方面的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
国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在经济增
速放缓背景下，中国城镇新增就业
已 连 续 4 年 超 过 1300 万 人 。 这 其
中，“双创”功不可没。据国家工商
总局数据显示，仅 2016 年，全年新
登 记 企 业 552.8 万 户 ， 同 比 增 长
24.5%，平均每天新登记1.51万户。

另一方面，从全球视野看，不
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
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
盾日益突出。以往那种单纯依靠资
源要素力求快速发展的路径，显然
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通过创新
发掘经济潜力、激发个体创造力，几乎成为不二选项。

尽管目前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绩，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赞同，也应该注意
到，“双创”绝不是一项独立的制度，更不是一条平坦
的道路。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释放，民众创造力的激
活，关键在于政府要松绑，要让社会崛起。越是宽容、
多元化的社会，就越是有活力和创造力，而一般民众、
市场主体的奇思妙想也能够产生，并付诸实施。

当下基于“双创”的中国方案能够成为国际共
识，固然是一种荣誉，但同时也意味着某种使命，
即应该以更主动、更积极的努力，推动创业创新，
真正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某种具有可复制性的制度改
革。这就要求，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继续简政放
权 ， 放 管 结 合 ，
让 中 国 “ 双 创 ”
获得持续发展的
动力。
（据《新京报》）

成都城北修建海滨公园，5 年前就有风声了。
现在大家期待的海滨公园一期终于开建啦，预计10
月底竣工开放。海滨公园总占地面积为721亩。本
次开工建设的一期工程占地约 202 亩，比 4 个人民
公园 （占地 50 亩） 还大。待公园全部建成后，将
为周边 22 万市民提供休闲、娱乐及锻炼身体的好
去处。

市民快收菜啦
传闻已久的大公园开建

海滨公园位于成都市北三环与东三环之间，成
绵高速之上，成华区青龙乡东林村三组，北望北湖
公园，中间由一条排洪渠 （方家埝排洪渠） 穿插而
过，项目地势无较大起伏，整体呈长三角形，形成
自然的带状公园。关于城北修建海滨公园的消息，
最早可追溯到5年前。历经多次规划调整以后，期
待中的公园终于从图纸变成了现实。

记者了解到，由于片区内场地较为平整，有不
少居民自发种了农作物。项目动工开建的消息确定
后，施工方提前发布消息喊市民来“收菜”。

记者看到，施工现场的一块展示牌上写道，
“各位菜农乡亲们大家好，海滨公园即将开工。因
施工时间紧迫，现红线范围内种植了苗木、蔬菜等
作物的菜农乡亲们，请尽快将你们种植的农作物在
10天内收割，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谢谢配合。”

引东风渠活水
最快10月底对外开放

日前，记者在位于成华区青龙片区的海滨小学
附近看到，40多名工人戴着安全帽正在对地面进行
清理，4台挖土机平整着土地，20台土方运输车来
回运输土方。蓝色的围挡已经将现场围了起来，围
挡上印着彩色的施工图。海滨公园建设方负责人告
诉记者，公园一期北起成绵高速、南至荆竹东路、
西起东裕路、东至东泰路，总投资 1.2亿元。建设
内容包括绿地、河道、配套建筑、地下停车场等。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丰富的娱乐设施和海
绵城市设计理念，海滨公园还将引东风渠水注入改
造后的方家河里形成活水。据介绍，待开放后，市
民可以通过观景桥、观景平台等欣赏活水之美，感
受环保、自然、生态之美。

9区域同步施工
造福周边22万市民

整个海滨公园将打造成中心城区的“滨水漫
滩”生态公园、海绵城市理论最佳实践典范、“花
重锦官城”的城市景观再现、特色禅茶文化展示
区。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目前公园一期划分为9大
区域同步施工，最快10月底建成并免费对外开放。

“公园建设中重点凸显了‘海绵城市’的设计
理念。”公园建设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公园
内按照就近处理、就地循环的原则，建设综合雨水
利用设施，从而将收集的雨水净化之后再利用。整
个公园内的建筑材料基本上采取透水材料，下雨时
可以达到吸水、蓄水、渗水、净水的功能；需要时
还能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除了海滨公园一
期正加快建设之外，二、三期也已纳入建设日程。
据介绍，二、三期位于成华区白莲池接到白莲社区
11、12 组，占地面积 500 亩，建筑面积 38 万平方
米，总投资1.7亿元。

另外，国投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最快年底前
将启动二、三期公园的方案设计工作，最快明年内
进场施工，2019年整个公园全部建成并陆续开放，
从而造福周边22万市民。

（据《华西都市报》）

北京开启“科普之旅”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记者陈芳、姜辰蓉） 记者从科技部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7届全国科技活动周将于5月20日在北
京民族文化宫启动，届时将为公众开启一场“科普之旅”。从2001
年起，每年5月的第三周被定为“全国科技活动周”，这一深具影
响力的群众性科技活动品牌今年满17周岁了。

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今年科技活动周
主题为“科技强国 创新圆梦”，在北京主场举办重大示范活动，
时间为5月20日至27日。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科技扶贫成果的展
示将成为此次科技活动周的一大亮点。科技活动周将通过多种形
式展示科技扶贫、精准脱贫成绩。公众可通过展示了解到“沙漠
到菜田的蝶变”“小土豆的新天地”“乡村创客成长记”等丰富多
彩的内容。

科技迷们还将迎来难得的“福利”——一批优质科技资源将
会开放。届时将有3000余个科研机构、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
科技活动周期间向公众开放。各类科普场馆、科普基地也将向社
会开放；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的农牧民群
众，将有机会参观流动式科普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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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点评

5月9日，第三届澄江傩戏文化节在云
南省玉溪市澄江县举行，万余名当地群众
与游客齐聚抚仙湖畔，观看古老的傩戏及
传统文艺表演。

图为人们在观看澄江县阳宗镇小屯村
村民的傩戏表演。

井辉辉摄 （新华社发）

云南举行傩戏文化节云南举行傩戏文化节

京津月票火爆出售
据新华社天津5月9日电（记者付光宇）5月1日“京津城际同城

优惠卡”首发，成为经常来往京津两地之间“通勤一族”的新选择。记
者从北京铁路局获悉，该卡发售一周以来，已累计售出约3000张。

“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分为金卡、银卡两种，分别乘坐一、
二等座；共有9.5折、9折和8.5折3个等级的优惠，优惠产品价格
分别按照持金卡乘坐20次、60次和90次北京南至天津，银卡乘坐
20次、60次和100次北京南至天津的优惠后票价确定的。

北京铁路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目前金卡数量增加较多的
情况，北京南站、天津站对京津城际列车一等座增加了预留席
位。下一步将根据旅客办卡数量，动态调整预留席位，尽最大努
力满足持卡旅客的出行需求。

农场农场经理人经理人、、酒店酒店试睡员试睡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车司机……

新时新时代里代里那那些新职业
本报记者 李 婕

成都建公园供22万市民休闲
张想玲

近日，“丝路金桥”景观作品亮相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该景观
作品主体结构模仿隋代建筑赵州桥，长 28 米，由 2 万块“长城
砖”形状的人造树脂水晶砖砌成。每块砖内部熔铸丝绸制作的手
工花，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几十个国家、近百座城市
的“国花”或“市花”，寓意架设“沟通之桥”。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丝路金桥”引游人

小职业折射大时代。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日新月

异，一批新兴职业也相伴而生。旅游体验师、宠物美

容师、农场经理人、网络直播……越来越多新兴工种

服务着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也成就人们多元的职业

选择。互联网蓬勃发展、新旧动能转换，老手艺“风

水”轮转，中国人正拥抱精彩纷呈的新职业。

◀5月8日，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天津
正式拉开帷幕。图为选手们参加高职组自动化生产线
安装与调试项目比赛。

刘东岳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