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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交平台， 来自山东的于译
舒在看似不经意的 “闲聊” 之间完成
了视频录制工作。 硕士毕业后， 她成
了一名短视频博主， 开启了有别于上
班族朝九晚五的职业生涯。

目前，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
到 2 亿人左右 ， 随着首批 “00 后 ”
走出象牙塔， 灵活就业也成为高校毕
业生就业的重要选择之一。

工作时间弹性、 工作安排自主，
还能兼顾兴趣爱好， 看上去 “很美”
的灵活就业， 也让一些毕业生产生了
担忧： 不签劳动合同， 劳动权益如何
保障？ 未缴纳工伤保险， 遭遇职业伤
害谁来负责 ？ 行业迭代快 、 吃青春
饭， 职业长远发展怎么办？

专家提醒 ， 毕业生选择灵活就
业， 要综合考量社保权益、 职业发展
等问题， 为个人发展做长远规划。

越来越多毕业生青睐灵活就业

2019 年暑假的 “一阵风”， 将还
在读硕士的于译舒吹向了灵活就业赛
道。 雅思考试的前夜， 她随手拍了条
“吐槽 ” 视频发布在短视频平台 ，
“很意外， 视频突然火了， 有不少网
友留言”。

“后来陆续又有好几条视频 ‘破
圈 ’。” 渐渐摸到短视频门道的于译
舒 ， 2021 年硕士毕业后 ， 正式成为
博主， 专职从事生活类短视频创作。
目前， 已有近 80 万粉丝。

网络主播、 电商运营、 文案写手
等与互联网关联密切的职业 ， 不打

卡、 不坐班， 就业方式灵活， 受到毕
业生青睐 。 智联招聘发布的 《2022
大 学 生 就 业 力 调 研 报 告 》 显 示 ，
18.6%的 2022 届高校毕业生选择了自
由职业， 较去年提高 3 个百分点。

音乐教育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李茜
茜就是被灵活就业的自由度吸引， 选
择成为线上钢琴陪练。 “年轻人没必
要图 ‘稳定’， 可以先刷刷经验， 攒
攒人脉， 以后自己单干。”

“高校毕业生接受过良好教育，
他们选择灵活就业不同于传统的 ‘打
零工’。”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
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劳动学会现代服
务业分会秘书长韩巍告诉记者， 高校
毕业生的灵活就业， 就业质量更高、
劳动自主性更强、 就业形式更多元，
呈现出明显的数字化倾向。

劳动权益面临“灵活” 风险

今年初 ， 李茜茜做了一个小手
术， 前后花费了 1 万多元， 这对于刚
工作的她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生了病， 才意识到有医保很重要。”

采访中记者发现， 不少毕业生都
和李茜茜一样缺乏社保意识。 按照目
前的相关政策，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
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一些地方已
经对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放开了户
籍限制， 但 “北漂” 李茜茜目前还无
法在北京缴纳社保。

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尚思宇
指出， 择业时， 高校毕业生普遍会考
虑薪酬待遇、 行业发展、 个人成长等

因素， 往往忽视社保权益， 特别是工
伤保险， 属于雇主责任险， 没有用人
单位， 个人无法参保， “建议毕业生
根据自身工作性质， 选择商业保险进
行补充”。

“毕业生要对工资给付方式、 工
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社保权益、 职业
伤害等条款重点关注。” 韩巍提醒说。

享受了灵活就业的自由， 也意味
着要承担与之相伴的风险与压力。

“有时花了几天时间制作的短视
频， 就是打动不了观众。” 于译舒告
诉记者 ， 点击量有很大波动 ， “爆
款” 难求， 这意味着她的收入非常不
稳定。

补齐权益短板

随着灵活就业呈现出规模化趋
势， 多地、 多部门陆续出台政策， 为
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灵活就业劳
动者保驾护航。

2021 年 ， 人社部 、 全国总工会
等 8 部门联合制定 《关于维护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
见》， 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大劳动
权益保护力度。

今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
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创业工作的通知》， 提出对毕业年度
和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
灵活就业的， 按规定给予社保补贴。

对于呼声很高的职业伤害保障，
多地也陆续开始试点。

其中 ， 浙江省金华市打造 “工

伤+补充+商业” 参保新模式， 明确
发挥用工主体作用的网络平台可以
为新业态从业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
险， 同时参加工伤补充保险； 江苏省
常熟市启动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
害保险， 每人每年缴纳 360 元， 最高
理赔标准为每人每年 40 万元。

今年 1 月， 于译舒在山东成立了
自己的工作室 ， 共有 3 名成员 。 目
前， 工作室已经陆续享受到了针对小
微企业的税费减免和社保缓交政策。
她深知， 想要长时间留在灵活就业赛
道并不容易， 更需要努力奔跑。 （部
分受访者为化名）

（据 《工人日报》）

21 年前 ， “海空卫士 ” 王伟驾
驶 81192 号战机拦截侵犯我国南海领
空的美军侦察机， 再也没有返航。 今
年 ， 王伟的 “00 后 ” 外甥蒋宇凡通
过层层选拔成为一名飞行学员， 蒋宇
凡希望通过努力能如愿成为王伟家族
中的第四位飞行员， 这份传承， 令无
数网友动容。

7 月 31 日、 8 月 1 日， 空军使用
多架运-20 飞机运送 1000 余名新录
取的飞行学员入校报到， 蒋宇凡就是
其中一员 。 18 岁的蒋宇凡毕业于江
苏苏州吴县中学， 凭借良好的身体素
质和优秀的学习成绩， 他通过了层层
选拔，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
学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

蒋宇凡说， 小时候就听父母讲舅
舅王伟的英雄故事， 深受影响， 也因
此立志要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 “进
入大学后 ， 我要好好学习飞行的技

术， 投身祖国的国防事业。”
此前， 王伟的儿子也继承了父亲

守护碧海蓝天的遗愿， 成为一名海军
军官， 一家人在薪火相传中保家卫国。

2001 年 4 月 1 日 ， 海军航空兵
飞行员王伟为保卫祖国领空遭美机撞
机， 被迫跳伞坠海， 生命永远定格在
33 岁 。 中央军委追授王伟同志 “海

空卫士” 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
生前 ， 王伟曾手绘过一幅名为 《夙
愿》 的油画， 画面中， 一名飞行员驾
驶舰载机从航母上起飞， 21 年过去，
王伟的夙愿已变成现实， 他的墓前，
总 有 人 送 来鲜 花 、 航 模 ， 歼 -20、
歼-15、 辽宁舰、 山东舰……

去年， 王伟墓前曾有一封特殊来
信， 署名为 “您跨越 20 年的战友”，
信中写道 ：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
梁， 过去未曾缺过， 现在不缺， 未来
也绝不会缺！ 现在， 该我们从您手中
接过接力棒！” 写信人是上海交通大
学本科生章原， 他曾受王伟事迹鼓舞
参军入伍。

这场“对话” 中， 榜样和信仰的力
量无声涌动。 无数年轻人接过了保卫
祖国的接力棒， 继续着英雄们未竟的
事业， 用奋斗的青春， 护佑万家灯火。

（据央视新闻公众号）

喝可乐能解酒？ 不能
【传言】 近日， 有网传消息

称“喝可乐能解酒”， 不少网友
信以为真。

【真相】 喝可乐不能解酒，
而且可乐配酒比单独喝酒更伤
身体， 因为碳酸饮料会加快胃肠
道对酒精的吸收。 碳酸饮料里的
气体二氧化碳， 不仅会撑大胃的
容积， 还会加快酒精从胃进入小
肠的速度， 而小肠比胃对酒精的
吸收能力要强得多。

虾与维生素 C 不能同时
吃？ 可以

【传言】 虾含有大量“五价
砷化合物”， 维生素 C 会将其转
化成剧毒的三价砷， 即砒霜。

【真相】 海产品含的多数是
稳定的有机砷， 极其微量的无机
砷会很快代谢掉， 不会跟维生素
C 反应。 另外， 我国鱼类砷含量
标准是 0.1毫克 / 公斤， 而砒霜
摄入 100至 200毫克才有致命危
险。 也就是说， 合格的海产品即
便吃 10 公斤， 再加上足够多的
维生素 C， 也不会中毒。

烧伤烫伤后可以抹牙膏治
疗？ 错误 �
� � 【传言】 有人说， 在烧伤
或烫伤处涂抹牙膏能起到止痒
消肿作用。 �
� � 【真相】 受伤后的皮肤非常
脆弱， 这时外涂的牙膏不但起不
到治疗作用， 还会导致伤口局部感
染机会增大， 延长伤口愈合时间。

（据学习强国辟谣平台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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