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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奔不慎将河北省退役军

人 优 待 证 丢 失 ，证 号 ：冀 退 军

N81010110，声明作废。

▲李素芬执业药师注册证丢

失，编号：131217040431，注册单

位：邯郸市邱县医药药材有限责

任公司，有效期至：2020 年 8 月 8

日，特此声明。

▲贺明鹏居民身份证丢失，

证号：130102197312090316，声明

作废。

▲李正春残疾人证丢失，证

号：13212919620516212344，声明

作废。

▲大城城区医院不慎将河北

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存根联）丢

失 ，编 号 ：084748639，金 额 ：117

元，声明作废。

▲王卓越播音员主持人证丢

失，证书编号：132010210822，声

明作废。

▲李建星播音员主持人证丢

失，证书编号：132010210505，声

明作废。

互联网数字经济下，新职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不仅提供了

大量就业岗位，也为更多大学毕业生就业提供了新的选择。走

出校园大门的毕业生对新职业、新业态持什么态度？新职业、

新业态能否成为当代大学生新的就业方向？

□河北日报记者 崔丛丛

网红带货、直播、广告商单……转
眼四年大学生活过去了，田峻彰从一开
始在某平台做直播，到现在经营一家自
己的“网红经济”直播带货公司，可以说
把当下直播带货行业的门道已经摸清
了。目前，他仅在斗鱼直播经营的一个

“栾贝贝”账号，就已经有了34万多粉丝
的关注量。

2016年，田峻彰考入河北师范大学
空乘专业。大一的时候，偶然间接触到
了互联网直播，便开始在某平台做直
播，做得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几千
块钱。但他不满足于现状，后来又陆续
接触到淘宝直播带货和短视频制作等
项目，对互联网直播带货、粉丝变现等
新业态有了深入的了解。2019 年 10
月，他和同学、朋友合伙开办了一家公
司，专门做起了网红直播带货工作。

“我很多同学毕业后，去了航空公
司就职。我不是很喜欢那样的工作，
各地奔波很辛苦。”田峻彰告诉记者，
互联网直播带货比较有挑战性，每天
都有新变化新收获，“我很庆幸能遇上
互联网直播这股风潮，能选择不一样

的生活。”
像田峻彰这样，投入新业态、拥抱

新职业的大学生还有很多。
河北大学 2020 届管理学院工商管

理专业毕业生刘国鑫，高中时期爱好上
了机器人设计，后来组建机器人设计社
团，并一路参加机器人制作省赛、国赛
等，至今也未曾停下追寻人工智能科技
的脚步。

和正在四处寻找工作的大学生不
同，今年毕业的刘国鑫创立了少年智机
器人中心，并通过自主研发，建立起了
3-16岁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机器人和编
程课程体系，通过机器人搭建、编程、项
目制作和竞赛提升孩子们的综合素质，

“目前，我们的招生情况还不错。”
“新职业新业态工作环境和氛围跟

年轻人的追求很契合。同时，新一代求
职者成长在互联网智能时代，接受新事
物较快，能够紧跟互联网技术发展步
伐，很自然就融入到这些新行业里。而
且对他们来说，选择这些新职业新业态
也是未来发展的一种机遇。”河北科技
大学文法学院研究员梁跃民说。

迅猛发展的新职业、新业态，正成
为吸纳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的重要
力量。

日前，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
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

（2020）》显示，2019年，以新业态形式出
现的平台企业员工数已达 623 万人，比
上年增长了4.2%；平台带动的就业人数
约7800万人，同比增长4%。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在今年的高
校毕业生招聘企业中，与互联网相关的
职位明显增多。一些电商企业还出台
了专门针对高校毕业生的招聘计划，如
苏宁的管培生招聘计划和互联网店长
工程招聘计划，已招聘了约5000名高校
毕业生。

除了这些依托互联网发展的平台，

追求互联网智能化发展的相关企业人
才缺口也比较大。

由于疫情影响，刘国鑫将他的少儿
机器人培训课程由线下转到线上，通过
第三方视频平台在线授课，吸引更多的
人加入到人工智能机器人设计和编程
学习中来。

“按公司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今年
我们要再招 6 到 12 个相关岗位的人
才。”刘国鑫不仅自己积极拥抱新业态，
还带着更多的同龄人一起迎接新机遇、
新挑战。目前，刘国鑫的少年智机器人
中心，仅招聘的机器人设计和编程教师
就有十几个，其中大部分是高校毕业
生。

近日，智联招聘联合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发布的《2020 年大

新职业新业态带来了就业新机遇，
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难题。

新职业出现、发展时间较短，人才
培训体系还不够完善，人才未来发展路
径、行业发展前景也不够明晰，大学生
在挑选职业时，多有顾虑。

“大数据工程师、云计算工程技术
人员这些职位是比较新潮，挣得也不
少。但是时代日新月异，技术更新迭代
太快，需要不断学习才能紧跟步伐，压
力太大。”河北某高校计算机工程专业
毕业生小云表示，还是想等着疫情过
去，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

在应届高校毕业生中，像小云这样
希望找一个稳定工作的不在少数。

“面对就业新变化，引导大学生改
变传统就业观念，拓宽就业思路是关
键。”梁跃民认为，学生应树立正确的就
业观，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要敢于挑
战自我，不断提高自我的综合素质，成
为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才。

新职业新业态的出现，也给学校和
社会在做好人才培养教育、就业服务管
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据了解，就业季以来，我省各高校
通过线上就业咨询、心理热线等形式，
不断丰富就业指导与服务内容，促进生

涯教育与人才培养充分融合，为大学生
就业提供相应帮扶。

“大学生创业初期肯定会遇到这
样那样的难题。创业者除了需要一些
专业技术外，还要具备管理、销售等多
方面的能力。”河北大学生创业就业指
导中心孙睿迪介绍，他们从学生大一
开始，就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创业指
导课、创业大赛，孵化园项目和政策支
持 ，在 实 践 中 培 养 学 生 的 就 业 创 业
能力。

针对新职业、新业态发展的技术人
才缺少难题，梁跃民认为，人才培养是
一个长期性、周期性的过程，而社会大
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在变
化。如何培养满足市场需要的复合型
人才，把生涯教育融入学生教育的全
程，需要相关部门和学校，及时关注新
职业、新业态，强化新职业培训体系建
设，提升大学生相关职业技能和素养，
从而加速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

另外，梁跃民特别提到，新职业、新
业态中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比如选择
灵活就业的大学生的社保问题等，相关
部门应及时研究跟上，使大学生自由选
择心仪职业的同时，合法权益也能得到
保障。

更多的大学生选择新职业新业态

新职业新业态人才缺口大

拥抱新职业新业态还需多方合力

□河北日报记者 桑 珊 马 利

随着中考结束，新一批学子即将
步入高中阶段学习。为了让孩子更
快适应，不少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入初
高中衔接班，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
上”。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衔接班已成
为暑期各种辅导课程市场的“主力
军”。一些教育培训机构打出“高一
衔接暑期强化课程开班”“先修班一
对一小班教学”等广告。这些不同类
型的初高中衔接班真的必须上吗？
如何理性面对“抢跑”诱惑？记者就
此进行了采访。

初高中衔接班受追捧

8月1日，刚刚结束中考的初三学
生李浩又将开始新的学习旅程——
为期12天的初高衔接班。

“现在得紧张一点，毕竟以后面对
的是高考。”李浩妈妈说，虽然有点心
疼孩子学习紧凑，但中考结束到高中
开学有一个多月的假期，如果这样度
过一个没有作业、没有学习压力的“真
空地带”，孩子开学后可能就无法快速
适应高中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节奏。

李浩的“先飞”并非个例。石家
庄的汪女士在电梯里看到初高中衔
接班的招生广告，赶紧掏出手机打电
话询问。“不补真不行，别的孩子都在
学，我们是逆水行舟啊。”汪女士说，
她几天前就听同事说，孩子假期至少
要预习一遍高一上学期新课程，开学
才能跟得上进度，“不然高中课程还

没开始就落下了，以后追上更难。”
除此之外，还有家长表示，孩子

初中时候就有偏科问题，高中的课程
难度大、节奏又快，只能笨鸟先飞，把
先修班当成查漏补缺的窗口期，借此
机会帮助孩子重树学习信心。

今年疫情影响下，部分先修班转
移到了线上开展，但依然受到不少家
长的青睐。

记者打开一家培训机构的网站
看到，各类初高中衔接班正在火热招
生中，招生信息铺天盖地，网页上打
出的“助你赢在新学期”“把握时机、
成就梦想”等标语着实很撩动家长
心。

除了线上铺天盖地的宣传，也有
个人或机构开展小规模线下培训。

“在小区里租套房子，摆上桌椅板凳，
收上几个学生，新学期就开始了。”一
位辅导教师介绍，相比于线上的网
课，这种小规模线下授课，在家长群
里也非常普遍。

被动“抢跑”容易使孩子
产生厌学情绪

受疫情影响，今年中考推迟了近
一个月，初高中衔接班的开班时间也
更加紧凑，这让不少准高中生直呼：

“无缝衔接学习，没假期、压力大。”
“不喜欢上这种先修课。”李浩悄

悄告诉记者，上课时他总是不在状
态。

李浩的心不在焉，让妈妈很着
急：“那天我一推门，看见他一边挂着
网课，一边在QQ上跟同学聊天，还开

着一个叫‘和平精英’的游戏。气得
我当时就把电脑电源给断了。”母子
俩为此大闹一场。

对此，一位教育培训机构的工作
人员坦言，已有不少家长提出要提高
课程的吸引力。“再有吸引力，我们也
比不过游戏呀！”这位工作人员无奈
地说，最近课程增加了互动，老师网
上送积分、增加提问频次、每节课安
排当堂做题。

尽管如此，还是有家长焦虑地提
出要求：“把课时拉长些，让孩子多学
点。只有这样才能安心。”

“学习是长期积累过程，一时抢
跑不意味着终点的胜利。”对此，石家
庄市27中高中校长林保华提醒，教育
是长线工程，而强迫式的教育很容易
使孩子对学习产生厌倦情绪。

表面看，高中学习科目跟初中相
比变化不大。但高中知识量大、难度
高，抽象概括性强，尤其是数学、物理
等科目需要掌握大量的概念、公式、
定理、定律。衔接班短则十多天，长
则一个月，为凸显学习效果，多为“蜻
蜓点水”式讲解，开学后有的学生还
可能因为已经学过而掉以轻心。

家长应根据孩子学习具体情况，
进行理性规划。“一些无谓的练习，只
会增加孩子的作业负担，不利于培养
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关专家建议，不
要被培训机构带节奏，盲目给孩子报
上所有学习科目，应该针对短板，理
性选择，给孩子一定的独立空间，自
行安排学习内容，使之保持对学习的
兴趣，增强主动性，改进学习方法，迎
接高中生活。

中考刚过，初高中衔接班火热招生，专家提醒——

抢跑一“夏”不如理性规划

河北日报讯（记者董琳烨）
近日，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骨与软组织肿瘤科为一名骨肿
瘤女童，成功实施了肢体恶性
肿瘤切除 3D 打印假体保关节
重建术。据悉，这是我省首例
3D打印假体植入手术。

今年10岁的小曼（化名）因
小腿胫骨下段患恶性肿瘤，躺在
病床上饱受折磨。在辗转多家
医院后，家人带她来到河北医大
三院就医，活检确诊为尤文氏肉
瘤。“尤文氏肉瘤是一种好发于
儿童的高度恶性原发性肿瘤，一
般治疗原则为手术结合放疗、化
疗综合治疗，其中手术切除肿瘤
是治疗的关键环节。”河北医大

三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有关负
责人介绍，由于小腿下段肌肉
少、软组织薄，俗称“皮包骨”，加
之踝关节假体不成熟，目前医院
普遍选择截肢。

然而，小曼和其父母表达
了强烈的保肢意愿。河北医大
三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医疗团
队考虑到截肢对小曼及其家庭
带来的巨大影响，最终决定选
择保肢方案。为了更好地救治
患儿，他们决定使用3D打印远
段带多孔的假体以重建胫骨缺
损。这位负责人介绍，这样既
保留了踝关节，也最大限度地
保留儿童骨骺生长潜能，同时
也将减少假体松动的发生率。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近日，教育部等4部
门对助学贷款有关政策进行调整，加大了对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支持力度：助学贷款还本宽限期
从3年延至5年；助学贷款期限从学制加13年、
最长不超过20年调整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
过22年。此外，今年1月1日起，新签订合同的
助学贷款利率按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减30个基点执行。
这对贫困学生及其家庭是一个利好消

息。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调整的
“放宽还款年限”“增长资助周期”“扩大对贷款
利率的优惠”等内容，不仅直接考虑到了困难
学生和家庭的现实需求，还兼顾了国家助学贷
款政策和机制的长远健康运行，从而让国家的
助学贷款制度发挥更有力的作用，让更多困难
学生和家庭受益，进一步保障教育公平、助力
教育扶贫。

据了解，我省国家助学贷款有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助学贷款两种形式。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农村信用社和国家
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承办。贷款对象为全日制
普通本专科高校、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
计学院（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录取的
全日制新生（含预科生），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
生、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和第
二学士河北户籍学生。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于7
月22日到9月25日，在新学期开始前，登录河北
省农村信用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系统网
站（网址http://syd.hee.gov.cn）或国家开发银行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系统网站（网址 http:
//www.csls.cdb.com.cn），填写统一的贷款申请
表，学生和家长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教育部门申
请。由学生户籍所在地农村信用社县（市、区）
联社或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一办理。

校园地助学贷款由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
分行承办，目前在省属公办28所高校开展。贷
款对象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
专科生（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和研究生。开
学后，学生向所在高校申请。

据介绍，国家助学贷款本专科生每学年最高申请金额不超过
8000元，研究生每学年最高申请金额不超过 12000元。国家助学
贷款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助学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后
的利息由贷款学生本人全额支付。

□河北日报记者 李晓宁

按照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统一部署，全省各地正在开展

“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
然而近日记者在实地走访中
发现，和行动刚开始时相比，
佩戴头盔的电动车骑行者数
量下降明显，即使是摩托车骑
行者，不戴头盔的也不少。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新华
区、裕华区的一些比较大的十
字路口，记者注意到，为数不
多的戴头盔者绝大部分是外
卖员。刘伟供职于省会的某
外卖公司，他说自己送了三年
多外卖了，头盔也换了两三
个：“一年四季都会戴头盔。
一是公司有要求和监管，不戴
就会处罚；二是见多了事故，
觉得还是戴着安全。”

除了外卖小哥，其他人
不管是骑行还是乘坐电动
车、摩托车，基本上都不戴头
盔。家住长安区的刘先生就
表示，自己的工作单位在裕
华区，电动车是日常出行的

主要选择，他从一开始就关
注有关头盔的政策，也提前
买了头盔，但买了之后一直
闲置，“大家都不戴，也没人
管，再加上也没地方放，包里
装不下，放车上又怕丢，一直
拿在手里又太碍事。”

与刘先生不同的是，有些
人表示根本就没买头盔——
前段时间，头盔价格涨得离
谱，就没买；后来发现，不戴也
没人管，也就不打算买了。还
有一些人“嫌麻烦”，感觉“不
划算”。王荷是位应届大学毕
业生，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找
工作，出行的标配是公交+共
享电动自行车。“只有公交到
不了的最后一段路才骑共享
电车，买个头盔戴，多花一笔
钱不说，还得随时拿着，太麻
烦。”他说，要是必须戴头盔，
就会放弃使用共享电车。

骑摩托车、电动车不戴
头盔仍较普遍，让头盔成为
摩托车、电动车骑行者的标
配，还有不少工作要做、系列
难题待解。

记者街头观察——

骑摩托车、电动车
不戴头盔仍较普遍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
翠莉 通讯员李丽坤）日
前 ，省 律 师 协 会 成 立 由
100 人组成的“全省律师
行业民法典宣讲团”，宣
讲团下设若干宣讲小组，
将通过巡回讲座、基层培
训 、在 线 普 法 等 多 种 方
式 ，开 展 宣 讲 民 法 典 工
作，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据介绍，为全面提升
律师业务能力和宣讲效
果，省律师协会将邀请有
关专家、资深律师、实务部
门负责人，围绕民法典的
重点内容，结合律师业务
实际和民事法律服务前沿
问题，通过现场授课、讲座
研讨、网络培训、线上线下
相结合等多种形式，举办
民法典系列培训活动。在
组织宣讲团律师深入研读
宣讲民法典的基础上，省
律师协会将制作推出一批
普法宣传课件，以“一条一
讲、一案一评”的方式，以
省律师协会微信公众号、

“木兰有约”平台等为载
体，录制推出一批群众喜
闻乐见、通俗易懂的短视
频、微课件，努力阐释好民
法典基本原则、基本要求
和一系列新规定新概念新
精神。

同时，省律师协会将
把民法典宣传阐释和服务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企业“法治体检”等紧密结合起
来，重点围绕财产权保护、人格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组
织编辑一批典型案例，加大以案说法、以
案释法力度，讲好法治故事，弘扬法治精
神，服务法治实践。

此外，省律师协会还将以“现场比
赛+网络直播”的方式，组织开展全省律
师民法典知识竞赛，进一步提升律师执
业技能，展示律师行业风采，带动群众了
解律师行业、学习民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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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完成首例3D
打印假体植入术

学生就业力报告》也显示，一季度，互
联网/电子商务行业位列就业景气较
好的 10 个行业，这些行业的就业市场
景 气 指 数 为 3.55，高 于 全 国 平 均 值
1.38，这些行业的岗位需求要高于求职
的供给量。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为基

础的技术创新不断加快，一大批新兴行
业涌出，这些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细分出了很多新职业，而且这些行业领
域人才需求旺盛。”梁跃民认为，当前形
势下，这些新职业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一
个重要补充，当代大学生可抓紧这波就
业新机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职业新业态成就业新选
——大学生就业新变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