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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新需求 拥抱新职业

□本报记者 韩春光

“同学们，看完视频，你们觉得照护这些病人
应该注意啥？”一位学生举起了手：“老师，我知
道。我奶奶之前身体很好，两年前不慎摔倒，造成
髋关节骨折，卧床3个多月，虽然骨折愈合良好，但
因为长期不活动，肌肉出现萎缩，很难下床活动，
家人经常用轮椅推着奶奶外出晒太阳，每星期给
奶奶洗澡。我觉得照护卧床病人，最需要的是保
证营养，保证清洁和适量运动。”

4月 25日上午，河南医药健康技师学院健康
服务管理系教师李琳琳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这
天她上课的主要内容是卧床患者的心理照护。她
打开PPT，画面中都是长期卧床的患者。

李琳琳又问：“你觉得奶奶卧床后还有什么变
化吗？”这位同学想了想回答：“原先奶奶很开朗，
喜欢跳舞、聊天，现在她的话明显少了，经常躺在
床上发呆。”

“目前我国老龄人口已达 2.6 亿，其中失能、
半失能老人 4700 多万，残疾人 8000 多万，还有
大量慢性病患者、术后康复患者。这就需要多样
化、差异化和个性化的健康照护，不断提高健康
照护质量。‘找不到，不好找’和‘不标准，不规范’
已成为健康照护领域面临的主要痛点。巨大的
需求与社会化健康照护供给不足形成强烈对比，
这正是我们开设健康照护专业的初衷。照护对
象不仅应得到良好照护，还应得到良好的心理支
持，相关健康常识的普及。”李琳琳接着语重心长
地对同学们说。

据介绍，2014年，李琳琳从河南大学护理学院
毕业，当时，她徘徊在职业选择的路口：如果说选
择当护士，可以服务一部分人；选择当一名老师，
可以培养出许多照护人才，可以服务更多人。于
是，2016年她来到河南医药健康技师学院，成为健
康服务管理系的一名教师，从事健康与社会照护
专业的教学工作。

一次，李琳琳走进训练场。这次她面对的是
个乳腺癌术后的照护情景。“你好，我是照护师，你
可以叫我小李，有啥话您尽管对我说……”一番简
单交流，她了解了照护对象的基本情况：一是患者
担心术后恢复不好，二是在意术后自身的形象，所
以闷闷不乐。因此李琳琳先从手术的必要性讲
起，给患者介绍了该病的相关知识；然后又教会患
者一些康复锻炼方法。最后，考虑到患者比较在
乎自身的形象，又从心理层面对她进行了疏导，提
供了一些可行的小建议。患者顿时如释重负，心
理压力一下减轻很多。

“丁零零，丁零零……”清晨的闹钟响了，李琳
琳迅速起床，准时来到训练场地，这时距全国新职
业和数字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只有几天时间。

虽然自己参赛健康照护师项目，但作为一名
教师，李琳琳为了把学生推上可以发挥技能的舞
台，同时还要做好学生的训练和授课工作。为此，
李琳琳将自己的训练时间由 10小时延长到 14小
时，把每次训练都当作大赛去应对。

由于操作需要反复用酒精消毒液洗手，她的
手干裂出血了；由于练习心肺复苏需要频繁按压，
她的手腕肿胀淤血了。一次训练时，因为一项操
作总是不能达到要求，她就坚持练习到深夜。她
看到了窗外的月亮很圆，就拿出手机，记录下这奋
力备赛的夜晚。

2021年 12月 17日至19日，比赛的日子到了，
她调整状态，全力以赴，在选拔赛上夺得健康照护
师项目第一名。

李琳琳说，健康照护师主要面向的是老年人、
孕产妇、婴幼儿和病人，为他们提供生活照料、预
防保健、营养改善、康复护理、心理慰藉，需要掌握
基本医学护理和生活照料复合技能。随着人口老
龄化的加剧，健康照护师必将成为一种受人尊重
和社会欢迎的职业。

河南医药健康技师学院教务处负责人段昉
伟说，学院为了给老师们搭建更好的技能精进平
台，2018年、2019年先后两次将李琳琳派到德国
多特蒙德大学进行老年护理德国双元制示范班
级师资培训。相信随着“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
设的推进，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技能人才的队伍
中来。7

□本报记者 翁韬

去年年底，从事了十多年传媒工作的
“老炮”王韵杰，通过人社部门的培训考试，
解锁了一项全新的职业技能——全媒体运
营师。

2020 年，“全媒体运营师”刚刚被纳入
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为近些年颇受追捧的新
媒体职业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作为一个还冒着热气的新鲜职业种类，
很多人对“全媒体运营师”还相当陌生。

根据职业定义，全媒体运营师是指综合
利用各种媒介技术和渠道，采用数据分析、
创意策划等方式，从事对信息加工、匹配、分
发、传播、反馈等工作的人员。全媒体运营
师的工作适用面广泛，是能够利用全媒体形
式从事品牌推广、市场营销、对外宣传等领
域工作的全能型岗位人才。

“通过全媒体运营师的学习，让我感受

最深的是工作角色的转变。简单来说，就是
从‘一虾一吃’要学会‘一虾多吃’，成为无所
不能的网络‘多面手’。”王韵杰说，以前，作
为一名新媒体编辑，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内
容的生产上，从采访、收集素材到组稿、改
稿，再发布到新媒体平台上，通过优质的内
容去吸引粉丝关注。

而现在王韵杰的工作内容有了很多的
不同。从技能上讲，要对文案策划、脚本分
镜、拍摄、剪辑、音视频的手法运用及品质把
关，到统筹协调人员、产品数据分析、制定解
决方案等。最主要的，要跳出内容生产的范
畴，学会全盘统筹，把握各种媒体传播形式
的价值和应用等。

日前，一场乡村带货直播成了当日的微
博热点之一。在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王韵
杰和她的团队架起了简单的直播间，向全国
的网友推荐当地的优质特产——麻鸭蛋，当
天有 123万人次进入微博直播间观看，位列

新浪微博全国直播热度排名第 33名。经统
计，直播现场成交近5万枚麻鸭蛋。

不久前，由王韵杰和她的团队参与策划
运作的“奥运冠军带你游千年古县”活动冲
上网络热搜榜，话题总览人数超过了 4000
万。

而这些数据的取得，背后就有王韵杰在
全媒体运营方面的转型尝试和努力。

王韵杰介绍，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新媒
体从业者，全媒体运营师是更高层次的全新
业态，它需要结合历史数据和用户需求制定
选题，通过编辑、原创等方式创作出优质的
内容，然后分发到各大渠道，建立全媒体传
播矩阵，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信息出入口，
从而提高传播的运营效果，带来更多变现可
能。

“内容除了要匹配用户，还需要匹配渠
道。因为，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粉丝调
性。比如，你做的是化妆品品类，那么小红

书是一个非常适合‘种草’的营销渠道；如果
是留学教育产品，留学论坛和知乎都是不错
的内容分发渠道。很多时候，全媒体运营师
要有能力通过多平台完成拉新、促活、留存、
转化的全过程。”王韵杰说。

“作为新媒体运营者，把内容发布到渠
道上，并不意味着你的内容就会被人看到。
还需要熟悉不同渠道的传播机制，去让文章
获得更多的曝光。传播目标的实现，都需要
项目的操盘手熟悉各个渠道的传播机制才
可以。”王韵杰说，比如做抖音短视频，关联
上热点问题，或者热点关键词，做与热点相
关的内容，你的视频才会推送给更多关注这
个热点的人。

在王韵杰看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
发展，未来全媒体运营师的社会关注度、市
场需求度将会越来越高，职业舞台也将越来
越大，全媒体运营师的职业含金量也会越来
越高。7

新时代，催生新职业、新技能。经济社会发展本身是旧职业不断消亡，新职业不断产生的

过程。人社部的数据显示，今后 5年新职业人才需求规模庞大，物联网安装调试员需求近

500万，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需求近150万，农业经理人需求近150万……

每一个新职业，都需要相应的技术技能来驱动，新技能带来行业的发展，而每一个人也只

有把自身的能力与社会的细化需求匹配起来，在为他人创造价值的同时才能实现自我价值。

新技能，构筑发展新动能。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等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爆发出强大动能。我省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领

域已经形成良好基础，外引内育了一大批能够胜任这些产业行业发展的新技能人才，但对标

我省长远发展目标，人数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解答数字化转型这道必答题上，数字技能人才

的短板亟须补上。

责任重大，时代召唤更多年轻人踏上技能成才之路。今天，我们聚焦的群体正是我省那

些新职业中拥有新技能的青年，这其中有通过苦练转岗，解锁全新职业技能的全媒体运营师，

有急社会所急、为老年人孕产妇婴幼儿等群体提供照料的健康照护师，有面向未来，在智能网

联汽车技术中进行人机交互训练的人工智能训练师……

他们顺应新需求，匹配新职业，引领新趋势，展示的是我省发展活力，指引的是我省技能

就业的一个方向。他们是可爱的劳动者，也是时代的弄潮儿。7

去年 12月，在全国新职业技术技能大
赛河南省选拔赛人工智能训练师项目上，我
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一等奖。“人工智能
训练师”，这样一个崭新的名词就像一顶桂
冠戴在了我的头上。

回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工智能训
练师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但从迈
进大学的门槛开始，这一切都开始发生了改
变。

我上的大学是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专业是汽车工程教育。那时，我非常珍惜来
之不易的大学生活，努力地学习文化知识，
认真地对待每一次的技能训练。

2014 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就职于驻马
店技师学院汽车工程系。把学校所学知识
融入并转化到实践中去也需要一个过程，我
虚心地拜师学艺，很快进入了角色。2021
年，我开始接触智能网联汽车的相关知识。
在此之前，百度的无人驾驶汽车和埃隆-马
斯克的特斯拉无人驾驶技术的出现，让我对

无人驾驶汽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无人驾驶汽车是如何实现实际道路避

障和路况的识别的呢？无人驾驶汽车是如
何保障乘客安全的呢？”我常常独自琢磨这
些问题。

随着新职业的出现，我发现我离无人驾
驶又近了一步：新职业中人工智能训练师的
出现，为我拨云见日。人工智能训练师主要
应用于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中，进行的是人机
交互。通过数据采集，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清
洗和标注，接下来进行训练环境搭建、模型
训练、模型调优、模型验证、模型部署等一系
列的操作，实现小车按照设定的路线无人驾
驶。训练好的模型部署到小车上后，通过一
些指令让小车执行相对应的动作，比如遇到
红绿灯等交通标志按照交通规则行驶，通过
不断地训练，进行优化和调整。

人工智能训练师是新职业大赛中一个
赛项，这次比赛也是我第一次接触人工智能
训练师项目。说起来，我这个人工智能训练

师，还是因为要参赛才接受系统的训练并最
终拿到了入门的“通行证”的。

备赛期间，我们组建了一个学习小组。
由于我所学的专业跟新职业大赛内容有偏
差，我只能利用空余时间在各大网站上面搜
集一些学习的教程，在平时的办公时使用计
算机都是Windows系统，而比赛时使用的
计算机是Linux系统，这就首先要对Linux
系统进行了解，然后对 Python的系统知识
和编程的内容进行系统地学习。基本都是
从零开始进行学习，刚开始学习的一些知识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和记忆，越往后面学
习越难，有些专业性的内容需要自己找途径
解决，学习新的知识，踏入新的领域，对我自
己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和机遇。

训练期间有一支默默地支持我的团队和
认真负责的辅导教练，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们会想办法帮我解决。因为是比赛，难免
会有心理压力，一场比赛比的不仅仅是赛项
中的内容，还有一部分是心理素质和应变能

力，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办，需要提前做好心理
准备。我记得在比赛前，我训练的程序频繁
出现问题，让我变得很失落，对自己也没有了
信心。我把出现的问题向领导汇报后，领导
和同事们给予很大的关心和鼓励，给我传递
正能量，让我满血复活，继续战斗。

在比赛期间，我仔细阅读任务书，并按
照任务书的要求一项一项地完成任务，比赛
时间剩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发现了程
序中出现的问题，加上紧张的氛围，脑子出
现了短暂的空白，我反复看了一会儿程序设
计的内容后，又进入了状态，最终在规定的
时间内完成了任务书设定的内容。

我觉得，这是我与人工智能交朋友的开
端。人工智能训练师属于新职业的一个类
别，我希望自己继续勤学苦练，跟上时代前
进的步伐，拥有一技之长，让更多的人能在
未来的生活中享受到新技能带来的便捷与
高效。7

（文字整理/记者 汤传稷）

□本报记者 王向前

需求巨大 供给不足

全媒体运营师 王韵杰

拜拜，小编！你好，网络“多面手”！

人工智能训练师 魏苗苗

我是如何成为人工智能训练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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