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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9月15日， 全国就业创业工作座谈会在山东
济南召开， 阿里巴巴零售平台 “直接间接创造
3300万就业”成为会议亮点。国务院副总理马凯
介绍说：该平台涌现了一大批创业、就业成功的
典型，包括大学生、女性、边缘者和农村青年，譬
如淘宝上有16万残疾人开设网店，在平台一年的
销售额为124亿人民币。

就业乃民生之本。眼下的就业难，大抵是难
在两个方面：一是饭碗总量有限，劳动力进入“买
方市场”；二是有限饭碗不能合理配置，出现结构
性失业。说这些常识的目的，在于剖析电商等新
实体经济对中国就业大局的改良意义。

这种改良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在“包容性

就业”的近乎零门槛的规则中，女性、农民工等弱
势群体有了对等的就业竞争权。来自阿里的数据
显示： 约有超过200万的电商物流从业人员来自
农村；店主中女性占比达到了49.4%，交易规模占
总量的46.7%。

其次，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多个行业
的发展。 以滴滴为例，2016年滴滴出行平台为全
社会创造了1750.9万个就业和收入机会。只不过，
阿里、 滴滴等新经济拆解了传统的就业模式，对
就业的时间、空间进行了全方位的改头换面。

此外，这种改良后的就业本身对实体经济是
明显的乘积效应。 央媒曾点赞电商携手美的、华
为、海尔、小米等制造企业进入“百亿俱乐部”。商
务部的数据也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零售回暖，
2300家典型零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4.1%，增速

比上年同期加快3.3%。这些喜人的变化，与线上
线下就业生态的互补有着必然的逻辑关联。在双
创的大背景下，就连久居深山的古稀老人都能靠
手艺赚钱，让生活有奔头。相比以往，这无疑是积
极而乐观的改变。

创造无限可能的平台型就业，正成为越来越
多男女老少的梦工厂。某种意义上说，人社部门
用大数据点赞阿里对中国就业的促进作用，也许
意义并不只是在于可感可见的“3300万”这个数
字。传统工业年代的千人一面型就业，正在向千
人千面型转变； 传统招聘模式下的就业壁垒，也
正在朝“拆墙透绿”转身……一句话，以阿里巴巴
为代表的“新实体经济”的发展，不仅在调整经济
结构、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而且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

李云

浙江大学日前发布 《浙江大学优
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 （试
行）》，其中规定，浙大在校师生的学术
文章在“两微一端”影响力、传播力巨
大， 比如在中央级媒体发文且微信阅
读达10万+， 头条号刊发的作品阅读
量不少于40万，即可认定为国内权威、
一级、核心等学术期刊论文，纳入晋升
评聘和评奖评优。

对于浙大的新规定 ， 站在不同
的立场会得出不同的观点 ， 并且很
多观点都能 “自圆其说 ”。作为一种
学术评价标准上的创新之举 ， 应该
更多地以包容的心态来对待 ， 很大
程度上讲 ， 它突破了 “唯核心期刊
论 ”的束缚 ，扩大了论文刊发的载体
范围 ， 对论文的价值重构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也许 ，新规定还存在着
瑕疵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但是 ，这种
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论文 ”的模式
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因能量化科研成果，“唯核心期刊
论”的学术评价体系，在我国高校发展
史中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 但在互联
网时代， 却正在变成阻碍学术自由和
发展的羁绊。 要么必须国际期刊上发
表论文， 要么必须在国内权威期刊上

刊发论文，评价体系中的“论文崇拜”
现象很严重， 并且绑架了诸如职称评
定等学术标准， 这让很多事业追求者
欲罢不能，自身也痛苦不堪。当然，学
术论文有独到的“存在价值”与衍生价
值，可是一旦被利益绑架，也会扭曲变
形。学术论文的价值回归，当从与核心
期刊“松绑”开始，当从载体的多样化、
多元化起步，或许，论文只有走下“神
坛”，才能步入“讲坛”。

学术生态需要添加清新元素。学
术、学术评价、学术载体、利益挂钩……形
成一条“生态链”，而眼下更多时候处
于恶性循环状态。固守于核心期刊内
循环的论文 ，要么成为 “高大上 ”，要
么沦为“假丑恶”。尝试将优秀网文纳
入论文范畴，就好比是给学术生态洒
上几滴 “雨水”， 虽然一时还起不到
“改善生态 ”的作用 ，但是 ，只要不断
增添新元素 、改善微环境 ，就一定会
产生大变化。

尽管在评判标准等方面尚需在
实践中完善 ，然而 ，网文的 “加盟 ”，
有望打破论文的 “期刊化垄断 ”。互
联网时代 ，学术不应该 “躲进小楼 ”，
或者刻意小众化 ， 而应该敞开心怀
拥抱互联网 ，具备互联网情怀 ，站在
“互联网+”的风口 ，这或许才是完善
学术生态的正确选择 。

江德斌

9月13日凌晨，苹果发布新手机 i鄄
Phone X，新功能“Face ID”尤为引人
注目。以后，无论解锁iPhone X或用它
进行支付，看一眼手机就可以。苹果手
机之前，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的部分网点也于近日推出“刷脸取款”
业务， 更早前招商银行已在全行推出
该功能业务。

从刷脸打卡到刷脸购物 、取款 、
取快递 ，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域 ，引
入 “人脸识别 ”技术 ，应用也由低端
向高端延伸 ，“刷脸时代 ” 好似已经
降临 。对于 “人脸识别 ”技术 ，科幻电
影里早就司空见惯 ， 它的降临也是
时势使然 。 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广泛
应用价值的技术 。用于消费领域 ，它
可以带给用户极致体验感 ； 用于公
共安全领域 ， 它可以有效打击犯罪
等 。“凭借一张脸 ， 走遍全天下 ”，光

是想想也觉得很神奇 。
不过，当舆论在为“人脸识别”叫

好时， 许多人心里多少会有疑虑———
在我睡觉的时候， 别人拿我的手机照
我的脸 ，我的钱真会被转走 ？在3D打
印越来越普及的未来， 我的面孔会不
会被别人偷偷打印？“刷脸” 究竟会令
生活更便利，还是会产生新隐患？这样
的担心不无道理。

谁也不愿成为被新问题试验的
“小白鼠 ”， 这种想法也不能被视作
杞人忧天 。眼下 ，关于 “人脸识别 ”的
疑问大体有3个 ：一是技术提供者会
不会为技术的安全性负责 ？ 二是有
没有第三方 （如保险公司 ）提供担保
或承担连带责任 ？ 三是法律层面何
时能够制定监管规范 ？如果这3个问
题都不确定 ， 对新技术保持谨慎乐
观 ，恐怕就不是过虑 。特别是某些公
司与产品被 “神话 ”的时候 ，冷静一
点更不是坏事 。

“捐髓日记”传递
满满正能量

罗志华

近日，杭州28岁女生许艾菲因发微博记录
自己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过程而走红网络，被许
多网民誉为 “最美小姐姐”。“捐献造血干细胞
这种一般人不会有，而且一辈子只有一次的经
历，我要好好的做一个总结”，“4天8针，两个手
臂感觉要成‘马蜂窝’”，许艾菲说，自己愿意以
亲身经历给潜在捐献者一颗“定心丸”。

这个微博之所以走红网络，与许艾菲靓丽
的容貌、阳光的心态、助人为乐的仁心善爱等
不无关系。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网民对捐献
造血干细胞普遍缺乏了解，这个微博起到了很
好的释疑解惑作用。

过去谈起骨髓捐献，很多人误以为需要在
骨头上穿刺、然后抽取骨髓，可能会引发对身
体的伤害。正是这样的认知误区，极大影响了
骨髓捐献知识的普及。 许艾菲的这则微博，或
许能帮助一些心存善爱的人勇敢走出助人为
乐的关键一步。

还有一个必要的背景的是： 数据显示，我
国目前有超过6万名患者在等待造血干细胞配
型移植。虽然捐献者也有230多万，但由于配型
成功率极低， 捐献者的数量远远满足不了需
求。到目前为止，国内配型成功一共只有6000
多例，绝大多数有需求的患者等不来移植的机
会，扩大捐献者的队伍已成当务之急。

基于这一背景，许艾菲通过微博记录自己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过程，更显难能可贵。她不
仅通过亲身经历向人们传授了相关知识，还客
观描述了捐献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包括腰部
等处较为强烈的酸痛感等。这样的客观描述会
打消公众的担心，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捐献队
伍中来。助人为乐，善莫大焉！

中秋节快到了，月饼渐入销售高峰。记者
发现，除实体店的传统月饼外，朋友圈里私房
个性化月饼今年也卖得火热。

网售“私人订制”食品之所以受欢迎，一方
面是因为，口味的多元化能够精准地满足顾客
的需求；另一方面在于食品的新鲜，一些卖家
是等买家下单付款后才开始做。“纯手工制作”
“用料新鲜卫生”“天然无添加”，加上卖家还将

自己制作月饼的用料、过程拍成照片或视频发
到网上，给顾客吃了颗“定心丸”。

但正因为是“私房”，这其中潜在的卫生问
题和监管隐患也不容小觑。 消费者如果购买，
就一定要确认月饼的保质期、寄送时间，以防
过期。此外，还应要求商家出具相关有效票据，
便于日后维权。

文/杨玉龙 图/朱慧卿

网络平台正改良就业生态 “互联网+论文”
是完善学术生态的正确选择

“刷脸时代”要做好安全防护

新闻漫画

朋友圈买私房月饼？请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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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7日讯（记者 沙兆
华 通讯员 周洁琼） 今天下午，2017
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圆满落幕。 参加
此次博览会的残疾人扶贫创业成果展
区收获满满， 残疾人就业扶贫企业和
创业大户的天鹅蛋、鸽子蛋、板栗饼等
商品现场销售一空， 现场对接洽谈意
向订单客户近200家， 不少品牌的知
名度得到了提升。

9月16日，2017湖南网购节在中
国食品餐饮博览会现场启动。 启动仪
式上，省残联与京东湖南扶贫馆、酷铺
家润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自2017年

起， 两家电商企业对我省区域内残疾
人电商企业提供专业技术指导、 实操
岗位实训和全渠道销售拓展等服务，
为残疾人企业提供免费线上销售优
惠， 帮助残疾人企业解决产品上行
难题。启动现场，电商扶贫展区设置
了“电商助残扶贫洽谈专区”。作为
此次活动的主办单位省商务厅表
示， 将全力支持帮助残疾人企业和
电商平台对接， 为残疾人企业产品
提供“绿色通道”，加快产品上行，共
同为扶贫产品代言， 打造一个有温
度的“湖南网购节”。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记者 周月桂）2017湖南网购节启动
仪式暨电商平台采购对接会昨天在长沙举行。 该活动是2017
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一大组成部分。

今年的网购节突出“一县一品”电商精准扶贫，全省40多个贫
困县150多种商品上线售卖， 这是我省扶贫特产较大规模的线上
集中展示展销。

昨天的启动仪式上，京东湖南扶贫馆、搜农坊、纳联科技等知
名电商平台负责人进行了平台和产品推荐，20多家电商企业分别
为各自扶贫产品代言，进行推荐宣传，中韩友好协会、省残联还同
现场参展电商企业沟通洽谈电商扶贫合作事宜， 争取让更多湖南
的特色农产品走出国门、打入国际市场。

据了解，本次湖南网购节在线上设置湖南电商扶贫特产专
区，全省40多个贫困县150多种商品上线售卖。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黄勇华

“真没想到，80岁了还能住上新房。”双峰县
沙塘乡紫云峰村村民谷坤金打开房门， 激动不
已。9月12日，长沙海关与企业代表再次来到海关
扶贫点———紫云峰村，开展扶贫帮困，给6户贫困
户送上安置房钥匙。

6户新房位于村部附近， 依次排列， 干净敞
亮，每户标配两室一厅一厨一卫。6户村民原来住
在山上的土砖房， 房子年久失修已成为危房，是
村里最贫困的家庭。 长沙海关筹集资金近100万
元，启动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工程，短短一年新房
便交付使用。

紫云峰村是省级扶贫村， 基础设施极度落
后， 用水用电都很困难，2014年全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119户342人。2015年初，长沙海关在紫云峰

村打响了扶贫攻坚战。
“村里最大的问题是道路不通。”海关驻

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干建明介绍，工作队入驻
后 ，长沙海关筹集资金 200余万元 ，修建 、拓
宽 20条组级公路 ，修建村道会车点 ，打通了
村里所有断头路， 实现村道与省道的联通，
结束了 2个村民小组不通公路和 9个小组不
通水泥路的历史。

与此同时， 长沙海关筹集资金100余万
元发展村级产业， 创建了猕猴桃产业合作
社 ，支持建立了青蛙 、山羊 、肉牛养殖合作
社。记者看到，100亩猕猴桃产业基地已挂上
金灿灿的果实。

合作社负责人介绍， 这是村里重点产业，今
年首次挂果，预计产量2500公斤以上，明年将翻
番，唯一的是担心销路。随同来的步步高集团负

责人当即留下电话， 表态只要村里有销售困难，
保证解决问题。

长沙海关将扶贫资金折算成股份，分别量化
给村集体和贫困户， 让其无成本入股合作社。从
2017年起，通过合作社运营，村集体保底收益和
分红每年至少有7万元， 贫困户每户至少有700
元。长沙海关还按照精准扶贫原则，对贫困户按
不同贫困等级， 给予3000元至6000元额度帮扶
资金，贫困户自由选择养鸡、养牛，长沙海关为其
提供相应的鸡苗、种牛等。

长沙海关关长黎对贞介绍，据统计，两年多
来，长沙海关落实扶贫资金700余万元，完成扶贫
项目19余个。 紫云峰村村集体年收入由0元提高
到13万元， 村民平均年收入由1680元提高到
4200元，90户196人已经脱贫， 今年底将完成全
村脱贫摘帽。 2017湖南网购节突出精准扶贫

40多个贫困县150多种商品上线售卖

2017中国食餐会残疾人企业收获满满

全省电商助残扶贫工作同时启动海关扶贫暖民心精准扶贫 在三湘

盐为食餐会“调味”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通讯员 陈翔 记者 周月桂）盐可以有

哪些形态的产品？在长沙举行的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上，湖南省
轻工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品种繁多的食盐产品和酱油产品集中亮
相，而与盐有关的日化产品成为本次展会的一大亮点。

在湖南盐业展厅内，陈列有“雪天”食盐、“龙牌”酱油、“湘
盐”和“仟盐坊”日化盐系列产品，展示着盐及酱油的多种形态。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日化盐产品类型有餐具清洗盐、果蔬清洗
盐、沐浴盐乳、足浴盐、盐白牙膏、盐白漱口水、精油盐皂、热敷
盐等。近年来，湖南轻盐集团整合行业资源，实现产业延伸，旗
下的湖南雪天盐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拥有高端食用盐、高端
日用盐、高端进口盐、礼品套装等4大类系列50余个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