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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13个新职业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主要集中在高
新技术领域，这与我国当前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产业结构
升级发展、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信息化广泛使用等方面有
着莫大的关联。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
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员、电子竞技运营师、电子竞技员、无人机驾驶员、农业经理人、物联
网安装调试员、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13个新职业： 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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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
人民音乐家

冼星海，中国近现代伟大的音乐
家。原籍广东番禺，1905年生于澳门一
个贫苦船工家庭，出生前父亲已去世。7
岁时，他与母亲侨居海外谋生，在新加坡
养正学校上学。1918年回国后，入岭南
大学附中学习小提琴。1928年，冼星海
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小提琴和钢琴，
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

1929年，冼星海赴巴黎勤工俭学，
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1935年回
国后，冼星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
大量具有战斗性和感染力的群众歌曲，
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
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
他还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后去武
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
1935年至1938年间，冼星海创作了《救
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
我们开》《茫茫的西伯利亚》《祖国的孩子
们》《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
类型的声乐作品，开拓了中国现代革命音
乐的新局面。1938年，冼星海前往延安
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女
大”兼课。教学之余，冼星海创作了《黄河
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不朽名作。

1940年5月，冼星海去苏联为大型
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后因战争、
交通阻隔而羁留。期间，他创作了交响
曲《民族解放》等，现已收集到他的作品
近300件。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
致使他肺病加重，1945年于莫斯科病
逝。 据新华社

韦一平是新四军高级指挥员，1906
年生，广西天河（今属罗城）人，壮族。早
年积极投身工农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5年入国民革命军，后调到
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
12月参加广州起义和海陆丰起义，曾在
海陆丰根据地担任区委书记。1929年被
派回广西从事秘密革命工作，同年12月
参加百色起义。1931年随中国工农红
军第7军转战到湘赣苏区。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韦一
平任中共萍（乡）宜（春）安（福）中心县委
书记，在湘赣边区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
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韦一平任新四
军驻吉安通讯处副主任、主任，兼吉安中
心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参与联络和
组织湘赣游击队改编工作，大力开展抗日
救亡运动。1939年，韦一平赴江苏，任中
共苏北特委书记，领导苏北军民开展抗日
斗争。后任中共苏北区委会组织部部长
兼泰兴中心县委书记、苏中第3地委书记
兼苏中军区第3军分区政治委员、第1地
委书记兼第1军分区政治委员，苏中军区
教导第1旅政治委员，苏浙军区第4纵队
政治委员兼中共浙西地委书记。他先后
参加了郭村、黄桥、天目山等战役战斗，为
巩固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和开辟浙西
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位于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分批向江北转
移。15日晚，韦一平在完成掩护兄弟部
队渡江任务后，率部800余人乘“中安”
轮最后一批北撤，轮船行至泰兴天星桥
西南江面时，由于风大浪急，加之超载过
重，船底漏水，倾沉在即。警卫员找来救
生器材，要韦一平立即离船。但他想到
的是如何使数百名指战员脱险，将个人
安危置之度外，全力组织部队泅渡上
岸。不料轮船突然倾覆，韦一平和700
多名指战员光荣殉职。 据新华社

革命烈士韦一平：
坚定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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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
志愿军烈士遗骸由我空军专机护送从
韩国接回辽宁沈阳，10位志愿军烈士
英灵回到祖国和人民怀抱。

11时 36分许，空军专机平稳降
落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这架飞
机当天从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起飞回
国，机上载有10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骸
及145件相关遗物。专机进入中国领
空后，两架战斗机全程护航，用空军特
有的方式向志愿军烈士致敬。

退役军人事务部、辽宁省以及北
部战区陆军某旅有关部门同志等200
多人，参加了在机场举行的志愿军烈
士遗骸迎接仪式。

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烈士遗骸
的棺椁覆盖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到场迎接的解放军官兵军
容齐整、庄严肃立，现场全体人员向
烈士遗骸三鞠躬。

仪式结束后，志愿军烈士遗骸被
护送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根
据安排，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将于4月4日在这
里举行。2014年至2018年，已先后
有589位从韩国迎接回来的志愿军烈
士在这里安息。 据新华社

4月3日，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中方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上飞机。新华社发

战机护航 英灵回家
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响水“3·21”事故
3名嫌疑人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江苏省盐城市委宣传部3日披露，

响水“3·21”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立即
开展调查工作，并于3月 23日立案侦
查。目前，已对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
司3名负有重大责任的嫌疑人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下一步，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大侦
查工作力度，对涉嫌犯罪的一查到底，依
法处理。

3月21日14时48分许，位于江苏省
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的江苏天
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至
4月2日16时，各收治医院还有住院治
疗伤员187人，重症伤员5人，其中危重
伤员2人。新增出院21人。 据新华社

电子竞技员、无人机驾驶员……

也许你打游戏是为了
放松，可是对于电子
竞技员来说，这才是
工作。

记者3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
计局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13个
新职业信息。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这13个新职业包
括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
网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
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
数字化管理师、建筑信息模型技
术员、电子竞技运营师、电子竞
技员、无人机驾驶员、农业经理
人、物联网安装调试员、工业机
器人系统操作员、工业机器人系
统运维员等。此次发布的13个
新职业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
域，是自2015年版国家职业分类
大典颁布以来发布的首批新职
业。

这位负责人表示，新职业信
息发布，使国家职业分类体系更
加科学完善，更好地服务于国民
经济信息统计、人力资源开发管
理、职业教育培训和人才评价工
作，为国家制定相关产业发展政
策、开展就业人口结构变化和劳
动力供求状况研究分析、制定人
力资源市场政策提供了科学依
据。同时规范了用人单位的岗
位设置、人员招录、员工培训等
工作，使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规
划更加明晰，有利于促进其提升
职业能力和素养。

“新职业是在向社会公开征集
的基础上，经专家评审、公示征求意
见后，按程序遴选确定的。”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共征集到43个建议职业，经专家
严格评审，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批
准，最终发布了上述13个新职业信
息。

对这13个新职业进行分析，可

以发现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
这与我国当前所处社会发展阶段、
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科技创新能力
提升、信息化广泛使用等方面有着
莫大的关联。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对劳
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能力水平提
出新的要求。近几年，随着我国人
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

广泛运用，与此相关的高新技术产
业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对从
业人员的需求大幅增长，形成了相
对稳定的从业人群。在这一背景
下，以较高的专业技术知识和能力
为支撑、从业人员普遍具有较高学
历的4个专业技术类新职业——人
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
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和
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应运而生。

除此之外，信息化的催化作用使
传统职业的活动内容发生变革，从而
衍生出新职业，如数字化管理师、建
筑信息模型技术员等；物联网在办
公、住宅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信息
化与现代制造业深度结合，物联网
安装调试从业人员需求量激增；在
不少国际赛事的推动下，基于计算
机的竞技项目发展迅猛，电子竞技
成为巨大的新兴产业，电子竞技运

营师和电子竞技员职业化势在必
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经济合作
组织发展迅猛，从事农业生产组织、
设备作业、技术支持、产品加工与销
售等管理服务的人员需求旺盛，农业
经理人也在逐渐成为热门的职业。

“催生新职业很重要的一点，是
社会的需求。需求变迁了，职业也
会随之变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标准处处长葛恒

双表示，近几年，物联网、大数据、信
息安全、数字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
概念层出不穷，目前已经催生出很
多新职业。未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还将密切跟踪职业活动领域的新
发展新变化，动态了解和掌握新职
业发展情况，并将完善新职业发布
制度，定期发布新职业信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柳青
综合新华社等

另一方面，随着新兴技术的采
用，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越来越智
能化，工业机器人替代生产流水线
上简单劳动力的做法在部分地区得
到推广。工业机器人的大量使用，
与工业机器人相关的生产、服务和
培训企业蓬勃发展，因此对工业机

器人系统操作员和系统运维员的需
求也在逐渐增加，使其成为现代工
业生产一线的新兴职业。

在13个新职业中，其中之一引
起了众多网友的好奇：“无人机驾驶
员是个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随着无人机技术的成熟，无
人机在植保、测绘、摄影、高压线缆、
农林巡视和物流等应用领域大展身
手，也在一些人类难以完成的高难
险和有毒有害工作方面日渐活跃，
大量无人机的使用，使无人机驾驶
员成为名副其实的“新职业”。

个新职业13

“无人机驾驶员是个啥”新问题

需求变了，职业也变了新变化

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新职业

是如何是如何““诞生诞生””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