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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科技学院举行
英国德比大学国际班开班典礼

11月3日，江西科技学院在该校行政楼会议厅
举行英国德比大学国际班开班典礼。据悉，该校
于2017年5月获江西省教育厅批准与英国德比大
学合作举办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环境艺术设计
专业高等教育项目。江西科技学院英国德比大学
国际班，面向全校各专业开放国际班“2+2”“3+1”

“4+1”的招生。目前，通过报名申请、笔试、面试等
环节的筛选，国际班已录取学生共计67人，预计未
来将有更多学子选择通过国际班项目赴英国德比
大学完成“3+1”“2+2”本科阶段的学习或通过“4+
1”项目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 （李 倩）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斩获全国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多项一等奖

11月5日，2017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获奖公示名单公布，江西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选派的 19支参赛队取得专科组全国一等奖 4
项、本科组全国二等奖 2项、本科组江西省一等奖
2项等佳绩。

据悉，此次竞赛江西赛区专科组 24所高校共
148个参赛队参加，共获得4项全国一等奖，江西应
用技术职业学院囊括江西赛区专科组的 4项全国
一等奖，是江西省唯一获得全国一等奖的高职高
专院校。此次竞赛创下该校参赛以来专科组获全
国一等奖数量最多的纪录，亦是全国同类高校获
全国一等奖数量最多的院校，表明该校的数学建
模成绩连续 13 年再次在全省同类高校中名列第
一，在全国同类高校中也名列前茅。 数学建模竞
赛，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
参加，已成为目前全国高校中规模最大、最具影响
力的大学生课外科技竞技活动之一。

(谢明芸 谢若闲)

何梁何利基金高峰论坛暨图片展
在南昌航空大学举行

11月13日上午，由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共同主办，南昌航空大学、中国
指挥与控制学会火力与指挥控制专业委员会、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自动控制技术研究所联合承
办的何梁何利基金高峰论坛暨图片展，在南昌航
空大学举行。我省南昌航空大学校长罗胜联、江
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获得该基金。

本次高峰论坛暨图片展以“走进智能时代”为
主题，展示了“何梁何利基金”20余年的发展历程，
涵盖其创建、运作、评选、学术交流情况、获奖科学
家的名录及江西省获奖者所取得的科技成果等内
容，体现了何梁何利基金对江西省科技事业发展
的重视和支持,必将对江西省科技进步与创新和高
新技术成果产业化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11月13
日-19日，何梁何利基金图片展将在南昌航空大学
大学生活动中心持续展出一周。 （王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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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博大精深的中国文
化和精彩纷呈的培训内容深深
吸引住了，我们爱中国、爱江西，
在学院度过的每一天都令人难
忘”，一年内两次参加江西外语
外贸职业学院汉语言文化研修
班的伊朗学生 Sanaz 和 Sarir 用

“蹩脚”的普通话真诚地说。据
了解，该院是江西省首批接受外
国留学生的高职院校,从今年 2
月开始，已经举办了两期“伊朗
留学生汉语言文化研修班”，招
收了 23 名伊朗留学生入院学
习，实现了我省高职院校留学生
教育零的突破。

写得满满的生字本
“汉语跟其他语言很不一

样，没有字母，语法不同，有声
调，虽然很难学，但很有意思，我
很 喜 欢 学 习 汉 语 。”留 学 生
AMIRNAJAFI 将写得满满的生
字本收入回国行囊。AMIRNA⁃
JAFI 希望自己的中文能学得更
好，这样她可以从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等多个角度了解中国，
理解中华文化。

汉语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吸引着这群远道而来的年轻
人。从拿到书本的第一刻起，
他们就铆足了劲儿学习。课
堂上，很多同学都记了满满一
本的生词，有的同学下课了还
缠着老师问问题，甚至还有的
希望老师能够课后多辅导他
们，好学热情远远超出了老师
的想象。

“我们真是幸运，不但能来
到这么好的学校学习汉语，更感
受 到 了 家 的 温 暖 ”，留 学 生
SARIR MOOGHEN 说。据了

解，为保证培训班顺利开班，让
留学生能够安心学习，该院改建
了留学生公寓楼，选配了优秀师
资队伍,优化了人才培养方案，
为留学生提供了方便舒适的学
习和生活环境。

学了功夫更懂包容
“我从小就对中国武术充满

好奇，这次来中国留学，我非常
希望能够学到中国功夫。”留学
生 ALI KOUHI 上武术课时很
兴奋。

中国武术和中国文化博大
精深，不少伊朗留学生希望通
过修习中国功夫更加深入了解
中国文化。课堂上，该校武术
教师吴永旺告诉他们，功夫的
精髓并不是格斗，而在于包容，
左手的五指代表五湖，右手拳
头的四指代表四海，功夫里打
招呼的方式也就象征了五湖四
海都是朋友。听了老师的介
绍，留学生们似乎明白了中国
文化中“和”的意义。AMIR 同
学略有所悟地表示，学了功夫，
走遍天下都不怕，不是因为我
会跟人打架，而是会包容别人
的文化和思想。此外，留学生
们还切身体会和感受了书法、
剪纸等中国传统艺术。

据悉，该院不仅开设了汉语
口语、中国传统文化等语言文化
类课程，还开设电子商务平台操
作等专业课程，帮助留学生全面
了解中国。

爱上美丽的江西
“首次来到景德镇，感觉出

乎意料，中国瓷器太美了。”领略

了中国灿烂的陶瓷文化，留学生
AMIR NAJAFI对中国独特的陶
瓷工艺啧啧称奇。“这两个地方
分别是古代南昌和现代南昌的
代表，这种时空交错的魅力让我
深深爱上了这个地方。”在参观
了滕王阁和红谷滩新区等地后，
Sanaz同学感叹道。

伊朗留学生在学习之余，参
观游览了江西博物馆、八一广
场、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八大
山人纪念馆等地，详细了解了江
西的省情，感悟了江西悠久的历
史和灿烂的文化，感受了江西的
快速发展，有人还调侃地说：“游
在江西饱眼福，吃在江西有口
福”。为加强中伊两国青年交
流，培训期间该院还举办了中国
传统节日文化、波斯文化等讲
座，开展了乒乓球、篮球等丰富
多彩的文体比赛。

据该院院长黄明忠介绍，学
院作为全国首批国际商务官员
研修基地和国家优质高等职业
院校建设立项单位，近年来，大
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与西班牙
萨拉曼卡主教大学、意大利贝加
莫大学等 20余所国外高校缔结
了友好合作关系。通过实施“2+
1+1”专达硕、“2+2”专升本、交
换生、短期培训、夏令营等多个
项目，在国外学习实践学生有
300余人，遍及美、日、韩、俄、法、
德、澳等国家。今年 7 月，学院
荣膺全国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
50强”，成为江西唯一获此殊荣
的高职院校。下一步，学院还将
尝试举办留学生学历教育，探索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办孔
子课堂、职业培训学校，逐步实
现设立海外分校。

（周少良 魏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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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伊朗留学生满满都是“获得感”

11月 6日至 12日，江西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在华东交通大学举行。本届展演活动由江西省
教育厅主办，华东交通大学承办，以“理想与信念”为
主题，共收集艺术表演类节目 458 个，艺术作品类 97
幅，高校校长书画作品 19幅，大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
30项，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 608篇，并于 10月 19日
进行了艺术表演类初评，最终有 289个节目进入现场
展演。

展演活动的项目分为艺术表演类、大学生艺术实
践工作坊、艺术作品类（含学生艺术作品和高校校长书
画、摄影作品）、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 4 大
类。为期 6天的现场展演中，来自全省各高校的艺术
表演、大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艺术作品等项目在华东
交大陆续登场，各类充满艺术气息作品或回归传统，或
立足实际，展现出当代大学生源自社会生活的独立思
考与创新创作。

千年古窑VR漫游体验，赣南客家剪纸，草木染
手工作品，交通创意艺术展品……在工作坊展区的现
场，各种极具特色的艺术作品，传统手工与科技模拟齐
聚，红色文化与现代时尚共存。“我们团队希望利用先
进的AR、VR技术展现传统文化之美，将冰冷的藏品
以鲜活的方式展现出来，为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保护传
播增添更多可能。”来自新莓·文博ARVR工作坊的何
彩霞说。先进的AR、VR技术吸引了许多前来观展的
同学驻足观看，并踊跃尝试青花瓷千年古窑VR漫游、
傩精灵AR互动游戏等，体验艺术与科技的交融。

在展区的一角，守护客家非遗艺术工作坊的成员
们正在现场进行赣南客家傩面具的制作。据了解，该
创作团队来自赣南师范大学，是一群赣南文化的爱好
者。他们曾多次走访、调研，并通过实地考察、影像纪
录、非遗传承人现场传授等形式，学习民间工艺珍品的
制作，用最传统原始的方式保护传统技艺。

“学校积极承办此类展演活动，培养工科学生的
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扩大学校影响力。”华东交大党
委书记万明参观时说，艺术产品要结合地方特色，打造
成品牌，给产品赋予格调与价值并推广出去。据悉，江
西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自今年 2 月份启动
以来，作为承办方的
华东交大高度重
视，专门成立了
领导小组，筹备
工作得到省教
育厅大力支持

与全面指导。同时，该校艺
术学院也成立了承办专项工
作组，配备了25名教师、45名
志愿者，前后共召开了 8次承
办工作会议，力争高质高效完
成本次展演承办任务。

（任琦璇 季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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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运维员共享单车运维员、、共享办公管家共享办公管家、、食物造型师食物造型师、、
陪跑师……新职业提供了更多选择陪跑师……新职业提供了更多选择

现代年轻人越来越追求自由、兴趣和价
值。新职业的出现会让年轻人有更多的选
择。此外，新职业可以让更多的人在工作中实
现自己的梦想。共享单车运维员、共享办公管
家、信用管理师、量化交易员、时尚博主、家庭
收纳师、食物造型师、陪跑师、基因检测师、无
人机培训师……层出不穷的新职业一次次刷
新了人们的想象。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新经济，
是孕育这些新职业的沃土。由“新经济”催生
的“新职业”，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不断更
新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显示，就业岗位正
从原来的360行，向3600行迈进。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
卷网，对 2010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85.9%的受访者周围有从事新职业的人，58.7%
的受访者在就业时愿意选择新职业，66.8%的

受访者认为新职业出现的原因是
互联网+背景下“共享”经济、“无
人”经济的发展，71.8%的受访者
认为新职业的出现会更新就业观
念，推动就业环境改变。

85.9%受访者周围有从事新职业的人
“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我这个职业，大概我就属于

老一辈人口里的‘新新人类’吧！”崔健（化名）是一位陪
跑员，也是某跑步平台的教练指导员。“我还没结婚，通
过陪跑赚来的费用已经足够我一个人开销了”。

调查中，85.9%的受访者周围有从事新职业的人，其
中29.2%的受访者表示周围有很多从事新职业的人。

“一年前我刚毕业，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由于有
跑步的习惯，我就在一个微信跑步平台上做教练。后
来，一个跑友推荐我去做陪跑员。”跑友的推荐让崔健很
感兴趣，“我最开始是在跑步平台上招募需要陪跑的学
员，后来大家口口相传，很多在昆明热爱跑步的女孩子
都来联系我。一晚上陪跑两个小时，可以赚 100～200
元。我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跑步团队，月入数千元不是
问题”。

调查显示，58.7%的受访者在就业时愿意选择新职
业，11.8%的受访者不愿意，29.6%的受访者不好说。

在北京某高校读研究生的黄琬（化名）认为新职业
的出现有利也有弊。“我个人是非常支持新职业的。一
方面，新职业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
压力；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但是真正从事
新职业，我感觉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毕竟新职业各方
面还不成熟，发展前景也未知。”

调查中，66.8%的受访者认为新职业出现的原因是
互联网+背景下“共享”经济、“无人”经济的发展，59.9%
的受访者归因于越来越细化的个人需求，50.4%的受访
者认为是就业观念改变导致的，36.7%的受访者觉得是
当下个人爱好、手艺更容易变现，21.1%的受访者认为源
于国外职业发展趋势对国内的影响。

南开大学副教授蒋建荣介绍，近年来孕育出的很多
新职业，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它们有的是国家统一设
置的，有的是由行业协会规定的。新职业的出现也是社
会发展中专业细分的一个必然趋势。

61.5%受访者觉得未来就业更自由灵活
新职业的出现会对年轻人就业产生哪些影响？

71.8%的受访者认为会更新就业观念，推动就业环境改
变，64.8%的受访者觉得能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缓解就
业压力；但与此同时，30.5%的受访者担心会扰乱就业市
场，增加浮躁气氛，22.7%的受访者认为发展前景未知，
不利于年轻人长久发展。

崔健很看好未来新职业的发展。“我相信未来人们
选择职业时，会更自由、更灵活，更注重创意、体验。个
性化、多样化的职业会层出不穷，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我
们根本没听过的职业。现在年轻人的就业观也改变了
很多，有些人不会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将工作和兴趣
联系在一起，创造很多就业机会”。

黄琬则认为，未来就业的趋势是稳中创新。“新职业
的发展是不可阻挡，也是不可预估的。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职业会越来越多，越来
越丰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需要相关部门进行一定的
调控，使新职业的发展更加完善和稳妥，保障人们的切
身利益。现在有些新职业的保障措施
还不够完善，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如

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未来发展会受阻。所以，我认为
未来就业的趋势是在更自由灵活、更个性化的基础上，
稳中发展，不要求快，要追求安全和稳定。”

蒋建荣说，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可能需要专业人士
指导，未来新职业的发展会更加催生职业细化，从而满
足人们更多的需求。

对于未来就业的趋势，61.5%的受访者觉得是更自
由、灵活，60.9%的受访者认为会更注重创意、体验，
59.2%的受访者觉得会更加个性化、多样化，37.0%的受
访者认为会有更多创业式就业，23.0%的受访者觉得工
作与兴趣爱好边界模糊。

受访者中，00 后占 0.9%，90 后占 28.5%，80 后占
50.1%，70 后占 15.4%，60 后占 4.6%。一线城市的占
34.9%，二线城市的占 45.4%，三四线城市的占 15.7%，县
城或农村的占3.9%。 （王品芝 伍 越）

就业时
你愿意选择新职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