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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年轻
的网约车公司创始人凯文·阿
鲁维（Kevin Aluw），早在10年
前，他就和朋友共同创办了印
度尼西亚著名的网约车公司
Go-Jek，这也是印尼第一家独
角兽公司。

阿鲁维 1986 年出生于雅
加达，他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
学马歇尔商学院，毕业后在印
尼新兴电商平台 ZALORA 担
任过人工智能领域的负责人。

2010 年，阿鲁维和朋友
共 同 创 办 网 约 车 公 司
Go-Jek。雅加达有 1200 多万
人口，摩托车的数量是900多
万，满大街穿行着摩托车。这
个现实情况，让灵活轻便的摩
托车成为了当地人出行的首
选。骑摩托的不仅仅是普通民
众 ， 也 包 括 高 收 入 人 群 。
Go-Jek 便选择了这样一个高
频、刚需的入口，拿下了当地
80%的出行服务市场份额，而
它的摩托车骑手人数也从最开
始的20人发展到现在的140万
人之多。

有媒体评价道，Go-Jek
从最基本的出行入手，逆向构
建了一个“人际网络”，并且
凭借这个网络扩展成了一个超

级APP。
迄今为止，Go-Jek 已与

200多万名司机伙伴、40万个
商业公司以及6万个东南亚地
区的服务供应商建立了伙伴关
系。2019 年 8 月 20 日，《财
富》 发布“改变世界的企业”
榜单，Go-jek 排名第 11 位。
同年 10 月 21 日，胡润研究院
发布 《2019 胡润全球独角兽
榜》，Go-jek排名第23位。

作为 Go-Jek 的联合创始
人，阿鲁维在 2019 年推出公
司新 logo 时表示：“新标志的
推出代表着 Go-Jek 从雅加达
的一家普通运输公司，发展成
为东南亚领先的科技公司。对
很多人而言，Go-Jek 的意义
十分重大。尽管如此，我们依
然没有忘记要通过技术改善人
们生活的基本原则与精神。”

2019 年，Go-Jek 在印尼
推出一款名为 GoPlay 的视频
流媒体平台，为企业在印尼内
容产品市场的竞争加码。阿鲁
维认为，该平台的推出能够让
Go-jek 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
求。“创新始终是Go-Jek发展
的重要命脉，我们将继续给用
户带来更多便利服务。”他说。
图源：美国CNBC电视台

新业态新机会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稳就业是稳经济的关键。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做好“六稳”工
作，必须把稳就业放在首位，并提到对“互联网+”、
平台经济等加大支持力度，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催
生新岗位新职业。

近日，人社部和相关部门联合开展“百日千万网
络招聘专项行动”，预计将提供超千万的岗位，是近年
来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网络招聘活动。该活动
启动数天，就有98万家企业提供593万多个岗位。“要
多渠道、多方式支持帮助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优先
支持贫困劳动力就业。”人社部副部长游钧说，2019
年有2729万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在外务工，打工收入
占家庭收入的 2/3 以上，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就业关
系到他们的增收和脱贫。

在创造灵活就业、催生新职业上，互联网平台
的表现可圈可点。据了解，防疫期间支付宝上新增
了 25 万小程序，带动 75 万个小程序开发和运营岗
位。而求职类小程序，更是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
就地就业的岗位。疫情发生以来，已有 164 万人通
过支付宝实现灵活就业，其中 90%为疫情中受损最
严重的服务业岗位，此外也不乏人工智能训练师

（也称“数据标注员”，通过标注图片、文字、语音
等原始数据，帮助人工智能更快速准确地识别信
息）、网约配送员等新职业。

随着无接触服务需求增加，支付宝数字生活平台
通过饿了么招募逾14.2万名骑手。饿了么还针对贫困
县定向招募 2万名骑手，并提供了面点师、送餐员等
约 10万个服务业新岗位。自支付宝 2004年成立至今，
尤其在2014年从线上渗透到线下，不断开放其技术和

平台能力后，催生了40余种全新职业，直接创造了近
700万人次就业。

共享员工企业共享

邵百顺原是哈尔滨一家酒店的大厨，春节后一直
赋闲在家，一次打开支付宝“疫情直通车”抢菜，邵
百顺刷到了一条“蓝海就业共享平台”的信息，显示
可以让被迫关停的餐厅酒店等服务行业的员工，在待
业期间“共享”到人员紧缺的生鲜和外送行业。通过
严格的体检、健康申报、防护培训等程序后，邵百顺
成为一名家乐福超市的分拣员。

这些灵活就业岗位不等于“临时工”，也并非低收入
岗位。阿里巴巴数据显示，其培训并上岗的10万名人工
智能训练师，平均年薪涨幅达 50%-400%。而在部分三
线以下城市，饿了么骑手的收入远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与正常的“灵活用工”不同的是，这次疫情下，

“共享员工”是企业与企业之间自行调配人力资源，解
决特殊时期的问题，是中国独有的人力资源调配模
式。有专家表示，这一次疫情直接刺激了企业在用工
思维上进行根本性转变。

高校毕业生曲线求职

2020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874 万，比去年增
加 40万，加上疫情的影响，今年就业形势愈发严峻。
教育部等五部委曾联合发文，暂停高校毕业生就业现
场招聘，鼓励“云招聘”，“网上面试、网上签约、网
上报到”成为主流形式。

云南大学金融系应届毕业生于小青通过一个叫“青
团社”的小程序“曲线求职”，防疫期间加盟杭州一家区
块链创业公司“云”实习，由于表现出色，现在已经坐在
杭州办公室上班，成为全班第一个找到工作的人。

“青团社”数据显示，疫情以来，已有 63 万大学
生通过其支付宝小程序找到文案编辑、在线家教等兼
职。近日，支付宝还启动百万人线上招聘会，帮助超
过百万的大学生线上找工作。

越来越多的企业创新招聘手段，把招聘会搬到支
付宝上，通过无接触招聘会、无接触双选会、无接触
面试等，让毕业生多走“网路”，少走“马路”，足不
出户就能找工作。

“此次疫情凸显了互联网平台的作用，它们不但加
速了中国服务业的全面数字化，也用新业态创造了大
量的灵活就业岗位，成为中国稳就业、灵活就业的新
引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吕鹏说。

蚂蚁金服首席执行官胡晓明认为，疫情终会过
去，但“数字生活”却会一直延续，成为人们的习
惯，这将是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绝佳机会，支付宝数字
生活平台正在为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建设新基础设施。

近日，国家发改
委、商务部等 23个部
门联合印发 《关于促
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
实施意见》，多地及时
跟进出台扩大消费政
策，“电子消费券”成
为关键词。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超过 20个
省市宣布发放电子消
费券，总额逾 50亿元

（人民币，下同）。
当前，国内疫情

得到有效控制，各地
复工复产稳步推进，
电子消费券在关键时
刻有望助力中国经济
复苏。比如杭州发放
的第一轮消费券兑付
政府补贴 9410 万元，
带动杭州消费12.46亿
元，产生的消费刺激

“乘数效应”明显，点
燃了城市居民的消费
热情。

当前消费券发放主要集中在杭州、
南京、宁波等经济发达地区。笔者认
为，早日使适度适量的电子消费券走入
下沉市场，具有较大必要性。

一方面，经济实力较弱地区可能
比一线城市更加需要消费券。防疫期
间，三四线城市受到的经济冲击并不
比一线城市来得小，而偏低的收入使
得三四线城市居民抗冲击、抗风险能
力更弱。与宏观货币政策与金融政策
不 同 的 是 ， 发 放 消 费 券 直 接 惠 及 民
生，具有社会福利属性。从这个角度
讲，在下沉市场发放电子消费券，能
够缓解低收入家庭在疫情中面临的困
境，保障正常生活需要。

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下沉市
场仍是拉动中国内需的重点领域。三
线及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市
场是中国人口基数最大、面积最大、
潜力最大的市场，消费群体约占全国
人口的七成。挖掘居民消费潜力，必
然要关注下沉市场这一基本盘，而在
相关地区发放电子消费券既具备可行
性，也具有针对性。近年，多家大型
互联网企业重点推进下沉市场开发，
电子商务基建逐步深入到农村与县城
层级。更重要的是，三四线城市居民
网络消费力正在不断提升。如何拉升
下沉用户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保
障 近 年 飞 速 成 长 的 下 沉 市 场 消 费 不

“熄火”，是拉动内需的重要课题。
经济复苏，不让三四线城市落队，

从提供必要社会福利和确保长期经济发
展角度来看，也应早日让适度适量的电
子消费券走入下沉市场。

多方疏导在线“解忧”

奋战一线的医务人员因高强度的工作量和具有不确定
性的救治结果，面临身心双重考验；病患及其家属往往感
到疲劳、焦虑、悲痛；也有人因生活节奏打乱、疫情信息
过载等产生慌乱、抑郁……心理疏导成为这场防疫之战中
必不可缺的一环。

《防疫期间如何保持心理健康？18个心理疏导问题为你
支招》《这份防疫期间心理健康指南，请查收！》《给全国中
小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居家学生生活的建议》 等文章在社
交平台广泛传播，专业机构也行动起来。

早在1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就迅速招募了符合专业标

准的咨询师近300人，组建北师大防疫心理援助专业团队。1
月 27 日起，北师大心理学部“用‘心’防疫心理支持热线”设
立，为一线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提供心理援助。“在热线开
通的第一分钟，就有将近 30 个电话打入。目前服务民众逾
6300余人次。”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党委书记乔志宏介绍。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日前
印发《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卫生健
康、民政、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部门，针对患者
及其家属、病亡者家属、一线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
心理疏导、心理干预等心理服务，维护公众心理健康，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
为缓解广大海外侨胞因疫情扩散产生的焦虑情绪，清

华、北师大等高校的专业团队还面向海外开设4条心理咨询
热线，共有600多名心理咨询专家为侨胞服务。

线上平台“各显神通”

除了传统的见面、热线电话咨询，防疫期间，许多心理咨
询师依托各类互联网医疗平台，撰写心理疏导文章、开通视
频直播，普及防疫心理健康知识。阿里、腾讯、京东以及好大
夫在线、春雨医生等数十个线上平台均开通疫情相关的心理
援助服务，公众“宅”在家里就能接受心理援助。

这些线上心理援助平台，体现出减少接触的优势，表

现出超强战斗力。以腾讯公司助力打造的教育部华中师范
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为例，在技术平台的帮助下，咨询
师接待效率大大提升，每天可为 20-30 名咨询者提供心理
疏导和援助。原先采取传统的咨询方式，咨询师每天最多
接待 5 到 8 个来访者。该平台自 1 月 31 日首次开通后，实
现全天候 24 小时面向公众开放，最大可满足 1000 人同时
求助。

专家认为，互联网公司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
术，提供微信小程序、在线会话等远程心理咨询功能；同时，
有了在线视频会议软件的支撑，团体心理辅导也能在线上进

行。这些都能帮助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人士，通过多种方式进
行快速干预，纾解各种因疫情而产生的心理问题。

“对症下药”持续作战

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面对疫情的心理疏导却
是一场持久战。乔志宏表示，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
到3月中旬，普通大众的心理干预疏导需求明显减少，因疫
情引发的恐慌、焦虑、抑郁的来电量明显下降，但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人群，如患者、有创伤经历的医护人员等，他
们需要长期持续的心理干预。

据悉，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现已制作出公益的音视
频心理咨询微信小程序，这一平台将为全国受疫情影响严

重的个体，提供为期两年的免费心理咨询。
专家认为，心理危机干预既不是“打鸡血”，也不是

“忘忧草”，它更像是一根“拐杖”。心理危机干预应该针对
不同人群心理状态，“对症下药”开展相应心理疏导和干预
服务，以支撑人们在灾难中走出情绪、行为、认知的困
境，增强自愈力，形成心理“免疫”。

疫情不仅是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挑战，也是对民众心理
的挑战。让一线工作者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让一
般公众更好地回归正常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大众
心理健康的恢复也是生产力恢复的一部分。

云中漫笔

互联网大咖秀

防控疫情，心理疏导不可或缺

心理咨询平台用“心”防疫
本报记者 叶 子

“医生，我这几天心情不好，总是想着新闻里那些人和事无法自拔，焦虑到睡不着觉了。”防疫期间，身体健康备受

关注，心理健康也不容忽视。线上心理咨询平台通过网站、APP、小程序，为人们提供方便渠道，不仅大大提高咨询效

率，还减去了人群接触的风险，成为战疫重要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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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命脉
海外网 王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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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职业 激活新动能

数字经济打开就业“新天地”
海外网 孟江波 吴 迪

春天来了，就业市场也开始加速“解冻”。近日，26岁的龚飞和弟弟在贵州铜仁老家滞留数十天后，在家门口成

了同事。兄弟俩现在都是支付宝人工智能训练师，工作地点就在县城，月收入3000元到6000元。防疫期间，陕西、

贵州的数百名滞留农民工和龚飞一样，在家门口当上了人工智能训练师。

防疫期间，厨师邵百顺灵活就业，在超市分拣商品。
张 铎摄

近日，江苏省海安市防控疫情心理援助志愿者正在通过网络与求助人员进行线上心
理咨询和疏导。 翟慧勇摄 （人民图片）

近日，江苏省海安市防控疫情心理援助志愿者正在通过网络与求助人员进行线上心
理咨询和疏导。 翟慧勇摄 （人民图片）

3月17日，中国医生在杭州通过微医全球抗疫平台为海外同胞提供免费在线咨询服
务，指导如何进行新冠肺炎的科学防护。 龙 巍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