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社会经纬
责编：张一琪 彭训文 邮箱：rmrbzyq@163.com责编：张一琪 彭训文 邮箱：rmrbzyq@163.com

2018年7月30日 星期一

现如今，私人定制成为了一种风尚，这
也体现了差异化的个人追求。从产业角度来
看，传统制造业将转向服务业。进行大规模
的生产不再是企业的目的，满足不同人群的
不同需求成为企业的新的目的。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制造业的
人员将大规模地流向服务业。而服务业发展程度
的高低是能够显示一个国家的生活质量。在服务
业领域，将会有大量的新职业出现。”陈宇说。

淘宝店主就是一个服务行业中的新职
业，它是伴随着电子商务而产生的。但现如
今，职业的淘宝店也不再延续过去低质低价
的路线，而开始走个性、品牌和高端路线，
在商品中融入店主对于品牌的认识。

晁然就是这样的。曾经出演过网剧《最好
的我们》中洛枳一角的她，也是一个“网红”。而
现在，演员对她来说更像是兼职，她主要的精力
还是放在了她的淘宝网店“起个大早听鸟叫”。

晁然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计算机专业，
在毕业后并没有选择去哪家企业供职或者考
取公务员，而是自己创业。最初是做一个母
婴项目，后来又转做服装行业。“我就是这样
的性格，我喜欢那些有挑战的、有印证的事
情，做对做错都能够体现出来，然后再进行
调整，和测试程序一样，这很有趣。”晁然在
聊到自己为什么会创业做淘宝店时说。

晁然的网店主要经营女装，在淘宝上进
入她的店铺，是琳琅满目的各色女装，十分
潮流。而且衣服都很有特色，融入了很多晁
然自己的想法。同时她自己也是模特，为自
己所设计的衣服代言。她的服装很受年轻人
的欢迎，很多是晁然的粉丝。曾经一次，一
个云南的女孩穿着晁然团队设计的“keep
the faith”T恤衫去参加一个中美篮球交流项
目，而这件 T 恤衫引起了美国篮球队员的注
意，纷纷为这个女孩点赞。女孩通过微博把
这件事讲了出来，让晁然感动不已。

现在，晁然依然在专注做着自己的淘宝服
装店，她已经拥有了一个24人的团队。2018年
的 GMV（网站成交总额）将会达到 2500 万元。
现在她从工厂到面料，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
希望把网店做好，改变大家对网店的印象。未
来晁然还希望能够研制自己的面料。“我希望让
我的品牌能够让很多不认识我的人喜欢，他们
不知道我是谁，但是喜欢这个品牌，这是我的目
标。”晁然兴奋地描述着未来的规划。

晁然的网店其实就是中国服务行业不断
发展至今的一个缩影，也预示着未来中国职业
发展的未来：职业的界限将会变得模糊。“互联网
带来的变化比预想的要快，这种移动数字平台让
人的活动范围、从业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陈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比如一个人不再只从
事一个职业，也就是所谓的‘斜杠青年’。”

张国英则认为，科学技术在进步，有许多职
业容易被机器替代，如翻译、物流、纯体力劳动，
翻译已经有成熟的即时翻译软件与设备，物流
有无人机，而盖高楼大厦也有机器人；然而有些
职业难以被机器替代，如艺术，美术、音乐等，以
及体验式服务，如当地旅游向导、试睡员等。

（应被采访者要求，陆江左系化名）

前些日子和一位从事青少年研究的学
者交谈，他说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类很
有特点的年轻人，和老一代通常一辈子只
从事一个职业不同，他们经常拥有多个职
业身份，或者多次跳槽，愿意进入更多类
型的行业。他们通常用“／”来介绍自
己，比如：作家／插画师／摄影师。这位
学者说，如今人们把这类年轻人称为“斜
杠青年”。

在中国，斜杠青年如今受到很多年轻
人追捧。中国青年报曾对近 2000名青年进
行调查，结果超过一半的受访者确认身边
有“斜杠青年”，并认为这一群体充满活
力朝气，敢于挑战，对当今社会具有积极
意义。

“斜杠青年”并非中国特有，而是一个
舶来品。《纽约时报》 专栏作家麦瑞克·阿
尔伯在其书籍 《双重职业》 中这样定义这

一人群：他们不满足单一职业和身份的束
缚，而是选择一种能够拥有多重职业和多
重身份的多元生活。

斜杠青年为何会出现，并在青年人群
中流行开来？从时代背景看，随着人类进
入后工业时代，服务业成为最大的产业，
大规模生产让位于个人价值创造，人才成
为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部分。由于经济组
织方式变化，人的创造力也越来越依靠个
体的自主和自我驱动状态。时代的变化驱
动着社会开放和发展。这一代年轻人不再
局限于上一辈人强调的稳定，他们的思想

更开放，更渴望创新、渴望自由，更加追
求自我价值实现。自主、多元、有趣、独
立……这些特质让斜杠青年，在这个不断
改革体制和强调创新的时代，更容易适应
新环境。他们表现出了这个时代的新特
征，是值得肯定的社会变化。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如今颇有成
就的斜杠青年和古往今来的很多大家，他
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都有自己的
主业，然后再利用已有资源举一反三、触
类旁通。这方面中西方都有很多例子。在
西方，达芬奇就是一个集画家、发明家、

天文学家、建筑工程师等身份于一身的大
家，还对音乐、医学、考古、水利、地质
等颇有研究。不过，画家是他最主要的职
业。有学者考证，他对其他领域的兴趣，
主要出于对绘画的专注和热爱。在中国，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
家。正是对文学的专注，让他的书法、绘
画文气斐然、意境深远。

这也提醒我们，当下流行的斜杠青年
现象，一方面折射出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宽
容，另一方面也启示广大有志于成为其中
一员的年轻人，要明白根深方能叶茂的道

理。如果以追求更多事业发展为目的，年
轻人们也要看到背后的重大挑战，避免盲
目和浮躁。比如，多问问自己是否擅长时
间管理、是否非常自律、是否有决心付出
比常人更多的努力，等等，然后再培养其
他的擅长。

从政府和社会角度来说，对斜杠青年
也要多加关爱。如今，我国一些领域已经
在进行有益探索。比如，鼓励事业单位及
高校科研人员到企业兼职、支持公立医院
的医生实行“多点执业”等，这些良好的
政策引导，让职场业态更为灵活。要让

“斜杠青年”成为一种广为人们所知的职场
业态，政府层面需进行更多顶层设计，出
台更多具体的政策依据及职业规范。只要
善加引导，相信斜杠青年一定能为新时代
提供一股新的，敬业奉献、奋发有为的正
能量。

正确看待“斜杠青年”时代意义
彭训文

职业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
本报记者 张一琪

6月底，工作即将满两年的马欢辞
职离开了北京某行业报社，转投一家互
联网企业负责一线业务工作。在传统媒
体待了两年之后，他最终还是去了新媒
体。但是对新媒体，马欢却并不是第一
次接触。微信公众号“进击的阿秀”就
是他创办和运营的。

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欢的
一篇文章获得了超100万的阅读量，让
他看到了做自媒体的前景。于是，这两年
在工作之余也一直在经营着他的公众
号。如今，公众号粉丝接近10万，每篇文
章的阅读量近1万，还有36氪等网络媒
体邀请他开设专栏，在自媒体界他也小
有名气。自媒体运营者成了他的职业。

马欢并不是一个个例。如今，很多
人利用互联网开辟了自己的新职业。时
间倒回 40 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每一个人一般只有一个职业，用它来谋
生，养家，同时当时的社会上也并没有
更多的职业可以让大家来选择。

但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
会发生了巨变。职业的数量和种类都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1999年，当时的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与其他部委发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里面将中
国职业归为8个大类，66个中类，413
个小类，1838个细类 （职业）。2015年
新修订的大典再次向社会公布，新的大
典将职业分为 8 个大类、75 个中类、

434 个小类、1481个职业。与 99 版相
比，维持8个大类、增加9个中类和21
个小类，减少547个职业。

到如今，又有一批新的职业出现在
社会上，并吸引不少人去从业。职业每
天都在变化，有时会新增，但有时也会
消亡。“职业的变迁映射着社会的发
展。职业结构能够较大程度地反映社会
结构，通过对职业变迁的研究，可以看
到社会资源是如何分配、交换与转移
的，这种分配、交换与转移的结果使社
会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可以观察到社
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产业化的社会
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
师张国英说。

张国英在分析职业变迁的原
因时提到，城市化带来的人口集
中、生活方式变革等促进了公共
事业的发展，也创造了就业机
会。

出租车司机属于城市化带来
的一种职业。记得有一次和长辈
看电视剧，80 年代的一位长途
车司机抱着一台电视机回到了
家。当时就惊奇 80 年代能买一
台电视回家真是厉害。长辈就乐
了，“那可是 80 年代的‘方向
盘’”。80 年代，成为一名司
机，无论是开出租车还是大货
车，都是一份不错的职业。

“物以稀为贵”，中国就业促
进会原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职
业研究所所长陈宇在接受采访时
点出了原因。

80 年代，刚刚改革开放，
汽车十分少见。就拿北京来说，
只有首汽一家公司有一些出租
车，所以司机很少。而且一般人
坐不起，都是外国人乘坐，司机
们挣得是外汇券，所以挣得也就
比一般人多一些。

不仅是出租车司机，在改革
开放的大潮之下，个体户、私营企
业主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造原
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搞导
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当时的
顺口溜。当时的一项调查显示，
最受人们欢迎的职业前三名分别
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

河南省焦作市某机关的陆江
左也有同感。但他当时却并没有
去做司机，而是选择当一名老
师。“因为全国都开始重视科技
和教育，教师成为了当时比较受
欢迎的职业，成为一名教师既能
拥有编制，也有不错的社会地
位。”陆江左说。

1983 年毕业于师范学院的
陆江左被分配到了当时的焦作市
矿务局下属的中学当老师，教历
史、地理和语文。虽然只是一个
中专学历，但是大学升学率较低
的80年代，也属于高学历。“就
拿找对象来说吧，教师社会地位
高，工资收入还不错，又有学
历，还有编制，这都是好条件，
找起对象来也是热门。”陆江左
感慨道。

对于做个体户这些，陆江左
也有过羡慕，后来再调到机关之
后和妻子也一块搞过个体买卖，
但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做下去，

“我还是喜欢在机关工作，一是
我喜欢这份工作，二是我自己也
适合干”。

“职业是与生产活动、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陈宇
在分析职业变迁的原因时说，人类对规律和自然的认识
不断升华中，新的生产力也就不断出现。生产力的变化
使得人类谋取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方式发生变化，从而导
致职业的变化。

经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
发展，人们的视野也得以开拓。1992年，邓小平视察
南方讲话，中国开启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征程。“下海”成了这个时代职业变化的主题。

“下海”其实就是经商。当时，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
一批约束经商的文件，全社会掀起来“下海”经商的风潮。

河北省阳原县的薛江波、张春芳夫妇就赶上了这
波热潮。在去做个体户之前，薛江波在造纸厂工作，
张春芳在食品厂工作，但是两个厂子的效益不好，夫
妇二人的工资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看到周围的亲戚
朋友一个个出来单干，所以两口子也就萌生了出来单
干的想法。

张春芳在食品厂工作，经常会接触一些个体户，
所以她和丈夫商量就开一个食品批发部。和朋友借了
5000元之后，批发部就开了起来。到如今，批发部已经
开了25年左右，和她的大女儿同龄。期间，夫妇二人经
历了很多，因为太辛苦，也萌生过退意或者换一行，但因
为资金等各种原因没有成功。不过，到现在也平稳过了
下来，一家人生活得也很幸福。

“如今，我们都老了。而且互联网也弄得我们这样
的批发部不好开，所以接下来想干点别的，可能会去
开一个早点铺子。”张春芳在接受采访时说。

虽然“下海”是90年代的风潮，但每个人的结果不尽
相同。有的人成功了，成立了大型的企业，至今依然有着
较强的影响力。而很多人失败了，或者像薛江波、张春芳
一样依然在坚持。这是一份职业，值得他们去坚守。

90年代与“下海”一样流行的是去外企工作。这得
益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尤其是在深圳、厦门这样改革开
放的前沿，外企的工作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工资高，地位
高，年轻人一时趋之若鹜。“收入差别大是真真切切的，
在90年代，一家外资酒店服务员的工资可能是普通酒店
服务员工资的5至6倍。”陈宇说。

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世界，程序员这种职业成为21世纪
开始之后，中国职业变化的又一个标志。张国英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程序员这种职业的出现和发展，体现了互联网
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冲
击。

王振众就是众多程序员中的一个，他在2007年考入天
津大学时就读的专业就是软件工程。“当时考虑报志愿，主
要就是考虑工科类，想的就是如果不管怎么样，都学会了
一门技术。”王振众在接受采访时说。

王振众进入大学的时候，中国的软件工程乃至IT信息
行业都处于低谷期，IT 信息行业走向何方大家都在思考。
王振众2011年本科毕业的时候，作为程序员的他并没有能
够进入腾讯、网易等IT互联网业，而是选择去了平安银行
负责信息化系统开发。“当时并不是不想去互联网企业，而
是去不了。我们同学中只有出类拔萃的才去了。多数都是
去国企、中小企业。”王振众说。

但是2011年之后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起来，到现在大
数据、人工智能进一步蓬勃壮大，对程序员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程序员这个职业也必将更加细化和专业化。王振众
后来又回到学校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现在他供职于阿里
巴巴集团，是一名资深算法工程师，已经不是一名普通的
程序员，所负责的工作与在平安银行不可同日而语，更加
细致和专业。

对于程序员的未来，王振众认为，“这代表了一种趋
势，未来程序员这个职业会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细分，所
需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程序员的发展只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21世
纪起，中国各项产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职业结构的变化与产业发展紧密相连。产业结构的
调整与发展推动着职业结构的变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
展，人们的需求日异多样化，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高级
化，职业结构也向着高级化发展，如金融、物流、咨
询；与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影视、文化、教
育培训产业也蓬勃发展；生活服务业呈现多样化趋势，与
健康、美丽、养老有关的行业欣欣向荣；“互联网+”时
代也改变了许多行业和职业，创造力显得更加可贵。”张
国英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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