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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

具活力和创造力的时代。新需

求层出不穷，产业的动能转换、

转型升级带来了分工精细化和

职业的新旧更替，新职业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

无人机驾驶员、“田保姆”、

电商主播、自动驾驶公交后台

操作员、宠物美容师、全媒体运

营师……越来越多的新职业正

朝着智能化、数字化、个性化的

方向发展，蕴藏着机会，也引领

着未来。这些新职业会给就业

者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本

报带您认识几位新职业从业

者，了解他们的人生选择和职

业期待，感受这些新职业释放

出的强劲活力。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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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海涛 杨凌

4月 29日，郑州市郑东新区，一辆外形充
满科幻感的自动驾驶公交车，在斑马线前轻
巧地刹车，给行人让行，严格按红绿灯通行，
精准停靠沿途站点。

“你看我们的‘小宇’咋样，自动驾驶能力
挺强吧？”秦兆东指着这辆自动驾驶公交车说。

秦兆东是宇通客车智能网联项目组的解
决方案工程师，他笑称自己为“驾校教练”，不
过“徒弟”很特殊——自动驾驶公交车，是智
能网联公交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能网联公交系统不仅包括聪明的车，
还有智慧的路、自动充电系统、云控平台等部
分。汽车制造、大数据与云计算、人工智能算
法、电气工程等多个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都
为这套系统忙碌着。

随着测试和运行数据的不断积累、技术
人员进行大数据统计分析和自动驾驶算法的
升级迭代，自动驾驶车辆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根据路况迅速作出判断，并采取相应行动。

“我们这些‘教练’，正在把一个个‘新手’培养
成‘老司机’。”秦兆东笑着说。

宇通智能网联技术全国领先，离不开强
大的科研团队。团队带头人是多位知名高校

博士，团队成员以“80 后”“90 后”为
主，基本都是“双一流”高校的研究生和
本科生。

走进郑东新区智慧城市管理中心，张立
科正面对云控平台屏幕忙碌着。他是宇通客
车智能网联项目组的大数据工程师。郑东新
区自动驾驶 1号线于去年 6月 20日建成并投
入试运行，云控中心成了张立科工作的主阵
地，能看到的是云控平台两周一次的升级速
度，看不到的是他消耗掉的脑细胞。

除了对日常安全与车辆实时运行状态的
监控，张立科更重要的工作是通过大数据统
计分析，不断优化、提升自动驾驶公交车的运
行效率。如通过车联网后台大数据实时监控
车辆关键零部件状态以提升整车安全性；通
过实时采集路况信息优化信控系统配时，缩
短红灯等待时长，减少红灯等待次数；通过车
路协同超视距感知解决盲区安全问题。未
来，郑州市区主干线上智能网联公交的平均
时速有望达到25至 30公里。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路况也会随之变化，
工程师们的工作永无止境。郑州市公交集团
有限公司的部分驾驶员和调度人员也在接受
相关培训，以便将来更好地运营智能网联公
交，为城市出行保驾护航。③8

□本报记者 郭歌 本报通讯员 逯书言

一只风格“犀利”的雪纳瑞，在宠物美容师
李恒琪魔术师般的巧手之下，经过清洗、修剪、
造型等程序，变身宠物界的“最强王者”！4月
29日，洛阳市洛龙区柒宠宠物洗护店内，李恒

琪正在进行着她的日常工作。
对李恒琪而言，为萌宠们

设计出最适合它们的造型，发
现动物身上不同的美，是她入

行的初衷。
27岁的李恒琪已经在这里工作 3年，见

证过很多萌宠的“改头换面”和它们温暖治愈
的笑容。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
人将宠物视为陪伴自己的“家人”，更加注重
宠物的形象和健康。这一变化也直接带动了
宠物产业井喷式发展，宠物美容师便应运而
生。

李恒琪介绍，宠物美容师能够使用工具
及辅助设备，对各类宠物进行相应的护理，使
它们的外观得到美化和保护。在取得中国畜
牧业协会犬业分会（CNKC）颁发的宠物美容
师资格证后，就有了打开“萌宠星球”大门的
通行证。

李恒琪表示，一名合格的宠物美容师，除
了需要有过硬的技术外，还必须有更多的耐
心，“宠物一般不会像想象中那么乖巧，要反复
调整它的站位，尝试走进它的内心世界”。

对于不愿意洗澡和修剪的“汪星人”，李
恒琪分享的经验是，先远距离观察它，再慢慢
接近，和它交流，“洗护时动作要缓慢轻柔，对
细节处要照顾到，即使这样，被猫猫狗狗抓伤
还是不可避免的。”宠物在洗护过程中也会出
现身体不适应等各种突发情况，此时对宠物
的安抚照顾、应急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五一”假期，宠物店将迎来工作高峰
期，虽然全年无休，但李恒琪说：“看到宠
物们治愈的笑容，就愿意坚持下去，打造
一个可以给宠物带来温暖的空间。”③5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看天气预报说上午10点左右起风，咱们
得抓紧干，今天任务很重……”4月 29日早上
7点半，借着难得的好天气，王彦超就带着几
名飞手来到汤阴县菜园镇马营村的麦田边。
他一边调试着植保无人机，一边给身边一位
新手讲解注意事项。在他的统一调配下，其
他3名飞手也各自奔赴作业地点。

今年31岁的王彦超，是汤阴县伏道镇后攸
昙村的新型农民。去年3月，原本在上海某建筑
工地打工的他，回乡当了一名职业无人机飞手。

从建筑工到无人机飞手，王彦超改行，源
于该村几年前开始发展的“无人机”产业。

后攸昙村 2014 年被认定为省级贫困
村。这里世世代代以传统种植业为生，增收
门路匮乏，村集体账本常年“挂零”。2018年，
该村“试水”无人机植保作业服务，成立“精忠
飞防大队”，没想到当年就“出师大捷”。在仅
有 10架无人机、10名飞手的情况下，当年累
计作业面积 12.6 万亩，收入 90余万元，村集
体增加收入60万元。

去年春节，王彦超从上海返乡过年，看到

村民张口闭口都是“无人机植保”，自己的老父
亲甚至还负责“精忠飞防大队”日常管理，很是
意外。当年春季的小麦统防统治开始后，村
里严重缺飞手，王彦超被临时喊去“救急”。

“俺爸知道我平时好玩车，开收割机、播种
机都没问题，想着我估计也能‘飞’，就让我去。”
于是，他成了“精忠飞防大队”的一名“临时工”。

回忆起第一次“飞”无人机，王彦超说：
“完全无障碍。‘老手’给我简单一说，我就上
手‘飞’了，当天就作业 200多亩。”没多久，他
就辞去了上海的工作，正式加入飞防大队。

“原来在外打工，每月工资虽说六七千元，
但上海消费也高，除去吃、穿、住，一年也攒不
了几个钱。”王彦超算了一笔账，现在一亩地给
飞手2元钱，像他这样的熟练工平均一天能作
业三四百亩地。

他还带“学徒”。表弟和邻居先后辞去城
里的打工营生，跟他学当飞手。“农民以前打
药要自己配药，手动喷施，费时费力，有了无
人机就方便多了。俺们这里耕地面积大，当
飞手前景不赖。”他说。

目前，王彦超所在的“精忠飞防大队”已有
植保无人机60架，70多名飞手来自周边十几个
村，今年预计作业面积能达10余万亩。③9

□本报记者 刘红涛

4 月 28日一大早，荥阳市种粮大户李杰
就来到他托管的高村乡麦田里查看小麦长
势。马上就到“五一”小长假了，李杰却没有
一点给自己放假的意思。

“今年春季气温起伏大，小麦病虫害发病
早，特别是近期长时间阴雨天气，赤霉病防控
一点都不敢放松。”从4月上旬开始，李杰几乎
每天都奔波在他托管的麦田里，组织人员抢
抓农时，开展春管。

40多岁的李杰在粮食产业方面的运作，
完全刷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方
式。2011年，他回到荥阳农村，成立荥阳市新
田地种植合作社，探索土地流转、托管经营模
式，开展大田种植，秋种小麦、夏种玉米。

为啥要搞土地托管？李杰至今都记得这
一幕：2012年的一天，本村 70多岁的张金木
老人找到他，“能不能加入你的合作社啊？俺
实在是干不动了！”老人患有冠心病、高血压，
子女长年在外打工，家里有 8亩农田，老两口
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收入 1万多元，干活越来
越力不从心。加入合作社后，老人家的土地
由合作社全程管理，一年下来，刨掉托管费
用，小麦玉米收入2万多元。

向土地要效益，帮农户增收入。这些年来，
越来越多无劳动能力和长年在外打工的农户加
入他的合作社，享受耕、种、管、收、销等社会化
服务。李杰认为，土地托管的核心是以合作社
为载体，订单种植优质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形
成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的粮食产业链条，让
农民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受益者，“目前，合作
社的土地托管服务覆盖武陟、鄢陵、兰考等地，
面积超过11万亩，带动农户3万多户”。

去年10月份，兰考县红庙镇土岭村农民领
取土地经营收入，除去托管费用，小麦一季收入
680元，玉米一季收入658元。“小麦玉米两季收
入1300多元，远高于农民自己种地的收入。”红
庙镇党委书记李青点赞李杰的托管模式。

破解了“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难题，又
实现了粮食的“优质优价”。到今年，李杰的
合作社已成功运营 10年。李杰说，今后的目
标是通过科学种田、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提高
种粮的收益，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让
农民种地也能“种”出好日子。

微风吹过，麦浪滚滚。“再有一个月左右
就该收麦了，后期管理在浇好灌浆水的同时
还要做好‘一喷三防’，增加千粒重。”看着眼
前长势喜人的优质强筋小麦，李杰对今年的
丰收充满信心。③5

□本报记者 董娉 屈晓妍

在抖音上做了半年直播，人气一直上不
去，王瑶有点坚持不住了。“对着区区几十个
人无互动尬聊是常态。”4月 29日，她告诉记
者，直播间最凄凉的时候，空无一人。

在做电商主播前，“山药女神”王瑶算是个小
有名气的网红。今天这个局面让她始料未及。

2013年，25岁的王瑶从一家电商公司董事
长助理的位置上辞职，回到了故乡温县，一边采
购老乡种的山药，加工制成各种养生食品，一边
拓展电商渠道帮村民卖山药。这些山药通过四
通八达的物流送到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网友的手
里，王瑶也被粉丝们称为“山药女神”。

“大丰收”的时候，王瑶的微店每月营业
额都在十几万元，消费旺季还能突破 100万
元。微商做得风生水起以后，她开始考虑在
方兴未艾的直播平台“攻城略地”。

原以为凭着自己多年积攒的人气，转型
做主播也是手到擒来，谁料这回她“翻车”
了。“做了半年，尝试过很多路子，结果证明，
我真的不是李佳琦。”她苦笑着说。

作为流量时代催生的特有商业模式，遍
地开花的直播带货让电商主播成为迅速成长
的新职业。但光环总属于少数人，像王瑶这
样在这个新兴行业里上下求索、艰难前行的
主播，还是占了相当大比例。

调查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商直播
活跃主播数超40万。其中47.6%的主播全网
粉丝不足1万，而粉丝量超过10万的主播，仅
占9.5%。90%以上流量紧握在顶级达人主播
如薇娅、李佳琦等手中，头部效应尤为明显。

虽然直播带货已然告别红利期，但王瑶
还是决定坚持下去。

“在直播行业，卖人设卖情怀都不如专心
做产品。”进入“下半场”的她不打算再讲故事
了，而要将更多精力放在产品多样化和价格
差异化上；换个平台，转战微信视频号，让自
己在朋友圈的多年经营，更方便地转化为能
变现的私域流量。

也许王瑶们这样的思考和探索，正是新
职业之于社会的意义。在这个一切皆有可能
的时代，不是谁都能做李佳琦，但也不是所有
人都需要成为李佳琦。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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