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广东广州一位女生用许多果实的外壳
和海螺海胆制作了一个个精美童话小屋。 她从小
就喜欢做手工， 今年3月开始收集了许多材料，
制作了核桃公主房、 海胆小屋等， 里面装饰了她
自制的各种迷你版家具。

点评： 每个女孩都有一个公主梦。 看了这些
梦幻小屋， 你是不是被治愈了。 真是一位心灵手
巧的年轻人， 她用奇思妙想的手工创意， 默默地
为自己的热爱补充能量。

“00后”少年因意外截肢
苦练多年实现运动员梦

“先旅游后付款”
留住游客靠真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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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评弹】 【图闻点评】

退休后的杨维云老师， 在手机前摆好黑板，
开始了 “直播生涯”。 在她的直播间里， 她既不
唱跳， 也不带货， 而是教人学拼音学识字。 教拼
音是杨维云过去50年最熟悉的事情， 不同的是，
她现在面对的学生大多都是成年人。

点评： 真是一位可敬可爱的人民教师。 老人
发挥余热为他人点亮了一盏灯。 学生中还有72
岁的老人， 完美诠释了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他
们无视年龄， 用求知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73岁老人直播教成年人识字
学生中有72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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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在以往若干年，说起自由职业，很多人都是一
脸的无奈和疑惑。 不是吗？ 在很多人看来，自由职
业，意味着你在时间自由的同时，也是一个远离社
会、没有单位、不被人待见的人，相当于一个社会
边缘人。 多数人的就业，过去都是向往着国企、外
企、考个公务员或进入事业单位，觉得这样才更有
面子。

然而， 时代在发展， 就业在拓宽， 观念在进
步。 一向不被人看好的自由职业， 如今正在以人
们意想不到的发展速度， 正在广泛影响社会生活
的进程， 正在深刻改变着就业格局。 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 走进自由职业的天地。

据 《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 显示， 约
50%的受访者在工作中感受到 “无意义”， 60%的
受访者认为， 自己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
许多年轻人正选择用自由职业的方式谋生。 来自
《中国青年报》 的消息说， 自由职业就是社会化
用工模式下的产物， 其平等合作、 时间自由的特
点， 是当下职场人转型的重要选择之一。

据中国人民大学灵活用工课题组等发布的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 （2022）》 蓝皮书显示，
2021年中国有61.14%的企业在使用灵活用工， 比
2020年增加5.46%。 面对我国有2亿多灵活就业人
员的广阔市场， 自由职业无论是人员数量， 还是
参与社会职业分工的广度、 深度， 都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 改变着人们的职业认知和习惯。

我认识的两个在学名校大学生表示， 毕业后
要选择自由职业， 不想按部就班地、 墨守成规地
走完自己的职业生涯。 因为选择了自由职业， 能
够最大限度地激发自己的创新潜力。 显而易见，
自由职业确实有多种好处， 如上班时间自由， 没
有与老板和同事相处的人际摩擦， 能有更好更多
的赚钱机会， 可以自主决定赚钱的方式和路径。
当然， 自由职业也并非都是风光无限好， 其收入
不固定， 没有稳定的社保、 就医保障， 没有稳定
的团队协同等， 都会给自由职业者带来挑战。

如今，以自由撰稿人、剪辑师、摄影师、主播、
直播带货、网约车司机、烘焙师、房地产经纪人、网
店老板、作家、书法家、音乐创作人、设计师、美工、
网页设计师、 私人教练、 家教等为代表的自由职
业， 正在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
面面。

众多的年轻人，不再拥挤在国企、公务员的单
一的就业跑道上，而是凭借着自己的特长，做自己
喜欢的职业，从而实现就业，回报社会。 我看到很
多自由职业者写的“一天自述”，在时间相对自由
的同时，其实日程排的都相当满，并不是很多人想
象的“躺平”，甚至要比在国企上班还要累。

自由职业， 作为一个人的职场， 就要顶起一
个团队、 一个单位的方方面面， 这要求从业人员
成为多面手， 能长袖善舞， 能迅速地融入到工作
之中， 赢得更多的合作者的青睐。 当没有人给你
拿主意， 没有一个团队来参与工作的讨论， 就要
发挥你的单打独斗的快速优势， 做到工作优质，
反应快速， 调整灵活。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
告 （2021）》 显示， 目前中国平台上活跃着近70
万名自由职业者， 在50多个城市上线灵活就业岗
位超过300种。 另据某外卖公司数据显示， 56%
的 “骑手” 拥有第二职业， 其中26%是小微创业
者， 21%为技术工人。 由此可以看出， 自由职业
伴随着数字化、 智能化的不断推进， 将有更多的
年轻人投身到自由职业中， 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拓
宽就业渠道， 也将带来社会生活的活力四射。

云南蒙自的“00后”假肢小伙张庆宏，12岁时
意外触高压电导致右腿高位截肢， 在养伤期间偶
然看到了电视中的残疾人运动会， 迸发出自己也
要做一名运动员的想法。 在家人的帮助下尝试行
走，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又跑了起来。 2018年
在云南省残疾人运动会中，他获得了多项奖项。

点评： 努力的人总会发光。 虽然我们不能决
定命运会带给我们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掌控面对
命运的态度， 走出自己的人生新高度。

演员指尖微动， 杯子就像铃铛一样发出清
脆、 灵动的响声， 再配上悦耳的花鼓戏唱腔。 仅
一条50多秒的 “打杯子” 视频便获赞13万， 表
演者陈雨晴也火出圈了！ 陈雨晴是个 “95后”，
13岁学花鼓戏， 为了完成花鼓戏 “打杯子” 的
绝活， 她苦练了7年。 作为一名年轻的花鼓戏演
员， 陈雨晴将吸引观众视为自己的责任。

点评： 不管是国粹京剧还是地方戏曲花鼓
戏 ， 都是我们的民族瑰宝， 值得一代代传承下
去。 陈雨晴的才艺在线上走红， 也让我们看到了
花鼓戏发展的新出路。

提前预订好了门票和酒店， 行程却临时有
变， 面临退改的麻烦， 这让不少游客感到头疼。
近日， 安徽黄山风景区上线 “先游后付”， 游客
可以零元预订景区门票、 索道票， 先游后付、 不
用不付， 灵活安排时间和行程。

点评： 相信这种诚信的服务态度会获得游客
的好评， 是真正的 “把消费者放在第一位”， 提
高了服务竞争力， 有利于塑造品牌影响力。 尤其
在疫情背景下， “先游后付” 更多了一份对游客
的体贴。

“95后”女孩“打杯子”火出圈
找到花鼓戏发展新出路

实力诠释心灵手巧
女孩在果壳里造出梦幻童话

自由职业风起云涌
必将激发社会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