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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岱

坐了近 15 个小时的飞机到达首都国际机场，加上 3 个

小时的高铁，我终于在端午节的前一天回到郑州。

我在北京一家旅行社工作，主要带客户国外深度游，也就

是旅游版的私人订制。因此，我一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带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深入北京的胡

同，四点叫醒他们洗漱，准备观看天安门升国旗，后海绕了一

圈又一圈……那个时候，我厌倦那份工作，紧张的行程、难搞

的游客、不断重复的景区解说词，都让我对未来陷入迷茫。

2015 年中秋节，我向公司请了 10 天假期，飞到南半球

的澳大利亚，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做一次自己的导游！

旅程很顺利。大学选修的英语，派上了大用场，也因此

结识了四个从重庆来旅游的同胞，一行五个人又玩了一

周。在此期间，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优势，在这个小团队

中，我善于沟通，能很快与当地人熟络起来，找到不一样的

旅行路线，大家玩得很尽兴。

假期结束，回到北京，我向旅行社建议做深度游或小众

游，即私人订制——客户想去的国家或地方，旅行社负责

“打点”一切，让游客体验不同以往的“走马观花”游。

三个月后，阳历新年，一对退休老夫妇成了我的第一次

深度游客户。途中，我尽职尽责，他们玩得很高兴，身兼摄

影师的我，为他们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和回忆。

此后，我在带队期间，认真记下每一个地方的习俗和文

化，并不断学习不同的语言，客户群也越来越大。

很多人都觉得我的职业很好，实现了“诗和远方”，兼顾

了职业与爱好。其实，选择一份怎样的职业，对于每个人来

说都至关重要，除去谋生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工作中体现

自己的价值。

王小波曾说，人在年轻的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

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

我也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曾无数次在心里对比过别的

职业，甚至也有过辞职的念头，但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想

法，会毁掉很多机会。很多个夜晚，我躺在床上想，如果不

是那次给自己做导游，我今天会是什么样子？爱好能否让

我实现所谓的职业自由？

很幸运，我在人生黑暗的时候，一直选择努力寻找光

亮，才成就今天的自己。

晚风习习，和几位老同学漫步如意湖畔。这些年郑州

的发展变化很大，国家级中心城市的名片越来越响，新郑国

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中部第一，我可以借此机会，发挥自己

的优势，实现自主创业理想。6

在郑东新区的一栋写字楼里，有一个
工坊，专门教大家做手工：机器人、尤克里
里、小凳子、餐盘等木制品，还有手鞠球、团
扇等传统工艺，每节课人员都爆满。

店主是一对年轻夫妇，酷爱木制品。
推开工作室的门，扑面而来的木质香味，让
人心生宁静。

夫妻二人放弃了之前的职业，选择了
全新的工作方式。女店主康乐说：“我们选
择自己创业、开辟新领域，一方面是我们想
做自己喜欢的职业，另一方面，人们现在的
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精神生活需要与之相
匹配，木工能让人静下心来，完成一件独一
无二的作品非常有成就感，也是受到很多
人喜欢的原因。”

前几日，他们又在东区新开的“木色”
购物中心开了新店。开业前一天，他们忙
到深夜。康乐在朋友圈写道：“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

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应运而生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新职
业。

炎炎夏日，郑州花园路一座商厦内的
服装搭配活动也是如火如荼。几位女士在
搭配师小佳的沟通和建议下，选择适合自
己的服装颜色、材质和风格，拍摄的照片，
每一幅都是时尚大片。

小佳说：“很多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
动，也是第一次知道有‘服装搭配师’这个
行业，这让我觉得未来充满挑战。”两个小
时中，小佳从颜色搭配、材质类别、身材比
例和气质形象等几个方面认真讲解，让她
赢得了许多“粉丝”。

记者采访中，接触过海内外买手、花艺
培训师、宠物驯养师、奢侈品鉴定专员等职
业，瘦瘦小小的松松属于比较特殊的行业
——衣橱管理师。她是“90后”，毕业后从
上海回到郑州，开过花店、服装店，一次偶
然机会，让她决定做个衣橱管理师。

“这个行业在北上广很流行，目前，这
股潮流风也刮到了咱们这里。”松松介绍，
对于这个行业，很多人还不是很了解，甚至
会有“整理衣服也是职业”的疑问。

为此，松松和她的团队用行动树立了
口碑，慢慢地客户多了起来。“生活越来越
好，人们的需求变得细化起来，也会催生很
多新的职业。”在她的眼里，只要人勤快、爱
动脑，总会“创”出一片新天地。

有机构对部分城市新职业人群展开数
据调查，结果显示，新职业人群在不断扩
大，收入也呈现上涨态势。

时代新寓意

努力寻找光亮

小日子里的妙趣

□本报记者 胡春娜

想和孩子、家人的关系更融洽？家庭教育指导师可以给出更好的建议；逛商场买衣服不知道如何选择、搭配？服装搭配师能解决

这个问题；闲暇时光如何过得惬意、有意思？和品香师一起做一枚属于自己的香囊……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年代，新职业层出不穷。除了上述这些职业，还有育婴师、宠物医生、外卖员、花艺师等等，他们逐渐从小众变

得大众，成为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员，为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快捷且丰富多彩。

不久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 13个新职业，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工程技术人员，电子竞技

员、电子竞技运营师、无人机驾驶员等也入围。这些颇具科技含量又充满未来感的职业让人眼前一亮。

新职业的涌现，凸显了经济社会脉搏的有力跳动，犹如一面镜子，反映了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加速度，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创”出新天地

老树发新枝

□春悦

周日上午，朋友约我去“品香”。途中，我委婉地表示，

茶的种类都分不清，何况是香味？朋友大笑，说此香非彼

香，到了就知道了。

我们来到约定地点，雅致的房间里，有淡淡的香味。不

大的茶台，围坐着几位来“品香”的人。

曾在书中读到，旧时王公贵族会用香熏衣服，用在上

朝、祭祀甚至是朋友聚会等重要场合，类似于今天我们喷香

水，只是那时是“气”，我们现在用的是“雾”。宋朝，士大夫

追求精神生活的极致，除了斗茶、插花、挂画，品香也非常流

行，称为优雅生活中怡情养性的“四般闲事”。

如今，喜爱传统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应运而生一些从事

相关行业的人，“品香”成为其中一个。

活动开始后，行香人将不同的香料发给每个人，教大家

怎么分辨、闻香。在空灵的古琴伴奏声中，每个人都沉浸在

香氛的意蕴中。

活动第二个环节是制作香牌。我邻座是一位大姐，看

她将各种香料混在容器里，不断揉搓的熟练手法，应该不是

第一次来参加活动。

攀谈中得知，她是这里的会员，只要有时间就来参加活

动，一方面能愉悦身心，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一点

小乐趣，家里人都很支持，女儿有时间也会来。

“小日子里，一半烟火，一半清风，才是生活之道。”大姐

笑着说。

在与几位行香人的聊天中得知，这个行业比较小众，他

们也是因为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将绘画、书法、香事等

融合在了一起，成立了会馆。目前运营的情况很好，省内好

几家馆，也有加盟商、合作商。

“人们的生活富裕了，就希望心灵充盈起来。中国的传统

文化中，关于生活美学有很多，为我们提供了创业思路和方

向。”行香人李月介绍，将雅致之事与现代人的生活结合起来，能

平衡现在快节奏的生活，使大家在寻常琐碎中发现妙趣，感悟人

生。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并参与其中。2

一棵大树，不断汲取养分，就会发出新
枝。

社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些职业
出现细化是必然现象。

前几日端午节，李彦妍在郑州陈砦花
卉大学路店举办了一场香囊文化沙龙。

对于她而言，每周都有这样的活动邀
约。

当下，人们的“精神生活消费”有日益提
升的趋势，李彦妍将传统文化中的香事、古
琴、茶艺、花艺、书法、国画等进行传承、推
广，引领文化消费，并在此基础上推出非遗
特色文创产品。

“将传统行业与现代生活结合，不仅顺
应消费需求新变化，还能促进文化产业转
型升级。”李彦妍认为，中国人，骨子里有着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通过闻香、品茶、听琴
等形式，打造“多维体验式”活动与课程，在
快与慢的生活中找到制衡点，契合当下一
些人需求的生活方式。同时，能实现行业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系列非遗文
创产品，打造出新的传统文化品牌。

在搜索引擎中，新职业是这样定义的
——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存在一定规模的
从业人员，具有相对独立成熟的职业技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
的职业。相较于2015年修订的“职业分类
大典”，此次又新增了 13个，一些新职业朝

着数字化、个性化发展。
焦作沁阳市是阿楠的家乡，他曾和初

中同学在县城开了一家电脑配件店，随着
互联网和手机软件的推陈出新，他将店铺
转让，来到郑州一家婚庆公司从事视频剪
辑。

工作中，除了对婚礼现场的视频进行
剪辑，有些新人需要加上一些日常生活拍
摄或小创意。一次，一个客户随口说了句

“你这水平都可以自己单干了”，让他萌生
了自己成立工作室的想法。

这些年，国家和省里为青年就业与创
业提供了支持平台和措施，阿楠和他的小
伙伴租了一间工作室，加入创业大军。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的竞争力很大，
如果没有过硬的技术和独特的视角，很快
就会被‘吃掉’。”随着网络的高速发展，一
些行业也是风起云涌，要想站稳脚跟，就必
须自己强大。阿楠说，为了“深耕”，每个月
底，所有人员集体“头脑风暴”，将最新、最
有创意、最受欢迎的视频剪辑一起分享、学
习。

一次，一位老人要将手机里的视频做
成礼物，送给老伴。阿楠的团队最初是拒
绝的，因为老人的手机视频有的很模糊，有
的损坏，制作起来很难，但是阿楠“接单”
了。模糊的，用软件进行做旧处理，损坏
的，能修复多少是多少，并连线老人在苏
州、厦门和国外的三个子女，收集更多的视
频，为老人免费进行视频剪辑。

客户和订单越来越多，业务范围也拓
宽了，阿楠喜上眉梢。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多元
化，专业化分工越来越趋向细致，新职业诞
生的几率也越来越大。俗话说，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只要用心，只要努力，就
会得到社会的认可，获得满满的收获。

花艺师(左)为顾客讲授花艺课程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无人机夜空“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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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
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越来越凸显。

年初，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对职业教育提出了全方位
的改革设想，鼓励高校培养应用型技能
人才。

本月初，全国首批“职业大学”诞生，
我省的周口科技院校更名为河南科技职
业大学，引起人们热议。

从设想到诞生，从政策到落地，折射
出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创造的巨大的
需求。

6月，正值毕业季，在一些大中专院
校门口，常常可以看见许多公司在招揽
岗位人才。

郑州轻工业大学的毕业生小杜告诉
记者，他们学校一些专业的同学很早就
被“预定”了。“现在有很多单位或公司都
需要‘职业性’人才，只要有能力，都能成
就一番事业。”

与此同时，我省一些高校与企业进
行“联合培养”，让学生去企业实习，或邀
请企业的技术员来学校组织实践教学，
提前融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无缝对
接。这样，相关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际，
迎接他们的是美好的就业前景。

对此，省人才交流中心相关人员介
绍，职业教育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产
业。今年一季度的人才市场供需报告显
示，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
职业人才需求量呈上涨趋势。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

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
济领域就业岗位为 1.91亿个，占当年总
就业人数的 24.6%，同比增长 11.5%，显
著高于同期全国总就业规模增速。

随着科技创新和消费升级，人们对
生活的需求更加的品质化、精致化和个
性化。

张女士目前是一名育婴师，她同时又
有营养师证书，大专时的专业是英语，这
为她提供了很好的就业环境。“我带过的
孩子少说也有一百多个了，发现家庭教育
是最终的着力点。”她认为，大家已经意识
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准备“拿下”的
家庭教育指导师会成为另一个新的职业
发展方向。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社会职业
构成和内涵也随之发生着变化。

新职业的不断发展，不仅对传统职
业进行有力的补充，而且也为一些人的
就业提供有益引导，更是人们对美好生
活需求在就业领域的体现。

新职业，新梦想。优势已显，未来可
期。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