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 以及消费理念的转变， 大量
新兴职业、 新劳动者不断涌现。 宠物
美容师、 瑜伽教练、 微电影策划师、
网约车司机、 外卖小哥、 催眠师等新
职业劳动者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 越
来越成为人们的从业选择， 成为职场
中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近日， 记者
走近新兴职业劳动者， 听他们讲述这
些新兴职业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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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美容师

7月5日下午4点半， 位于瑞鹏美联合众京西
动物医院二楼的美容室中， 美容师孟子琪完成了
一天的工作。 她边整理着各种工具， 边翻看着明
天的日程表。 面对又是排得满满的工作内容， 90
后的她并没有抱怨。 “不觉着辛苦， 做宠物美容
师这个工作快乐要比辛苦多。”

2013年， 原本学习宠物护理专业的孟子琪，
即将面临毕业找工作的阶段。 此时的她产生了新
的职业规划。 放弃原本的护理专业， 准备转做宠
物美容师。 “在学护理的几年中， 我总是觉着太
过血腥， 见到的都是宠物生病， 它们的主人难过
的场面 ， 心情也跟着起伏不定 。 ” 孟子琪说 ，
“我更想快乐的工作， 也想看到宠物快乐的生活，
宠物美容师就是个能带来快乐的职业。”

“我的家人也很喜欢动物， 他们都支持我的
想法。” 于是， 她开始了学习宠物美容的日子。
“宠物美容师每天的工作看似简单， 给猫猫狗狗
洗澡还有修整被毛。 但是其中的学问可不少。”
孟子琪介绍， 宠物美容师分为C、 B、 A、 特四
个等级， 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工作时长。

4年多的时间中， 孟子琪美容服务宠物的次
数约有两千多次。 她高质量的修剪手艺， 也获得
了好口碑、 拥有了不少老顾客。 “其实， 要想剪
出一个让宠物绽放风采， 让它们的主人满意的造
型， 没有什么捷径， 就是一个字 ‘练’。 说通俗
点， 就是要让手和剪刀合为一体。 只有这样， 才
能剪出高质量的造型。”

剪刀是宠物美容师工作时需要接触的一个 “搭
档”， 和给人剪头发的剪刀相比， 宠物美容使用的
剪刀则更为锋利。 宠物不同于人， 它们有时会不配
合。 对于宠物美容师来说， 则更需要更多的耐心和
更为精湛的技艺。 观察背线、 臀部的角度……宠物
美容有固定的程序， 孟子琪还会根据客户的需求，
来创造出属于每个宠物适合的造型。

一次下班前， 孟子琪看到第二天有个贝灵顿梗
的预约。 “当时， 这种犬还不是很流行 ， 比较少
见。 而且他的造型也要求很高 ， 这种犬眼中线不
剪， 而且没有鼻梁， 难度可不少。”

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第二天的工作， 回到家的
孟子琪开始在网上查阅相关美容视频。 “找到的都
是国外的视频， 有不少专业英文单词， 我边查字典
边看视频。” 就这样， 她足足花去7个多小时， 反复
琢磨视频中的造型手法。 “虽然第二天， 顾客并没
有要求我给她的狗做造型， 而是全部剃毛， 但是我
这功课也没白做， 算是掌握新的知识。”

如今， 孟子琪依旧保持着业余时间补充专业知
识的习惯。 “我会定期买些专业杂志， 也会去参加
一些宠物美容的讲座。” 今年9月， 孟子琪所在的动
物医院将要准备美容比赛。 “我也会参加， 而且我
还会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 再去考考级。 这些都是
因为我很热爱我的职业， 更因为我爱这些小生命。”

花7个小时研究造型

7月6日， 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天 。 这天上
午， 梁梦琪和往常一样， 从住处出发坐地铁赶往
上课地点， 那里有近10名学员等着她上瑜伽课。
纤瘦的身材， 举手投足间的优雅， 即便陌生人也
能看出她是个有舞蹈功底的人。

今年24岁的梁梦琪自幼学习舞蹈， 在上大学
时又和瑜伽结了缘。 由于喜欢瑜伽， 上学时她便
利用课余时间， 自掏腰包跑到健身房练习， 渐渐
地， 瑜伽就成了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她说， 自己
是个很幸福的人， 把兴趣爱好变成了职业。

梁梦琪第一次担任瑜伽老师是个很偶然的机
会。 “我有一个朋友是瑜伽老师。 一次， 她因为
时间排不开， 让我替她去教一节课。” 仗着自己
有很好的瑜伽底子， 梁梦琪欣然答应了。 可是当
她走进教室， 十几名学员齐刷刷看向她的时候，
本来底气十足的她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呼吸急
促、 语速加快， 本来应该一个小时的课， 她半个
小时就教完了。 “好在学员人都不错， 知道我是
第一次上课， 挺理解我的， 后来我又带着大家做
了一些体式， 算是把这节课 ‘撑’ 下来了。”

那天回来之后， 她反思了很久。 她意识到瑜
伽的授课和自己练习瑜伽完全是两回事： 老师在
授课时， 全部的关注点都在学生身上， 老师是没
有办法集中精力来做自己的练习的。 另外， 老师
在授课时边做边讲， 对自身元气的消耗也很大。

因此， 决定当瑜伽老师后， 梁梦琪专门去上
了培训课。 “第一节课学的是人体解剖， 老师带
着我们了解人身体的各个部位， 这样既可以让大

家有针对性地进行练习， 还能够预防练伤。” 现在，
说起瑜伽对练习者的益处， 1993年出生的梁梦琪宛
若一个 “老中医”： 颈椎不好的人要练习哪些体式、
刚生完孩子的人要练哪些体式等等， 如数家珍。

为了让自己的课程保持高质量， 梁梦琪会定期
去充电。 “在那里， 可以向专业的老师学习， 和周
围的同学探讨， 更重要的是可以不断更新和完善自
己的教学方法。”

“现在的瑜伽老师主要分常驻和跑课两类， 我
属于跑课老师。 自己联系客户， 时间比较自由 。”
梁梦琪说， 最开始她比较 “猛”， 连着两个月， 每
天都接了瑜伽课， 中午一节， 晚上一节， 有时候早
上还会再接一节。 上课一个小时， 赶往上课地点往
往要花费比上课更久的时间。 而且她接的大多是企
业课程， 一般上课时间都安排在午休和下班以后，
正好是饭点儿。 因此， 她常常没法正点吃饭。 两个
月后的一天， 从来没有得过胃病的她突然觉得胃痛
难忍，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拼得太狠了。 如今， 梁梦
琪担任瑜伽老师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 在课程安排
方面， 能做到十分从容了。

现在， 年轻的梁梦琪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有着
自己的打算。 “如果今后几年瑜伽还能保持现在的
受欢迎度， 我想自己攒钱开一家瑜伽店。”

□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梁梦琪
瑜伽教练

把爱好练成了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