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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春运出行

各大平台的比拼，早在春运前就已鸣锣开
战。高德地图携手中国天气网以及全国各地80
多家交通管理部门，共同发布《2019年平安春
运安全出行指南》，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春
运期间的道路拥堵指数和天气情况；百度地图
发布《2019年春运出行预测报告》，对春运期
间人口迁移趋势、交通出行状况以及春节出游
热点等进行预测；滴滴出行在全国282个城市
上线“春节出行指南”，每日公布当日的出行
数据……

综合来看，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春运预测报
告除了利用过往的春运数据进行分析和研判
外，也利用实时新数据，综合比较并做出分
析，为用户出行提供靠谱、可参考的出行方
案。

利用大数据，交通部门有了缓解拥堵的
“神器”。在广东省交通监控中心，全新启用的
春运大数据分析平台能够实时监测该省80多个
重要交通枢纽的旅客流量情况。一旦出现拥
堵，系统会根据实时客流量进行分级预警，通
过平台的紧急调度功能一键联系枢纽的主要负
责人，实现与现场的实时应急联动。

从2016年起，交通部门首次利用大数据分
析手段，对旅客出行规律进行研判，分析数据
有助于相关部门提前做好准备，并随时应对春
运期间的各类情况。对旅客而言，在大数据的
帮助下，回家的路更有温度，回程的路也更加
安全。

服务日常生活

一年一度的春运，是大数据技术集中发力的
舞台。在日常生活中，大数据技术已悄然成为助
力百姓出行的好帮手。

如今，人们的出行越来越离不开大数据的帮
助。利用电子地图，初来乍到的游客可以在陌生
的城市自由行走；忙碌一天的上班族可以查询最
快回家的交通方式；出租车司机通过语音导航，

知晓前方道路情况，避免堵车或超速违章……
日前，高德地图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等机构发布《2018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
通分析报告》，首次采用“交通健康指数”对城
市交通进行立体化诊断，通过大数据反映城市交
通状况及治理效果，助力交管部门疏堵、治堵，
提升公众的出行效率和出行体验。

专家表示，大数据是缓解交通压力的利
器，它可以预测未来交通情况，为改善交通状
况提供优化方案，有助于交通部门提高对道路
交通的把控能力，防止和缓解交通拥堵，提供

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打造智慧系统

从扫码乘车、感应停车到电子车牌，智慧交通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方便，影响了城际交通、城
市交通和城乡客运等诸多交通网络。在大数据等
相关技术的帮助下，一套充满智慧的交通体系正
逐渐形成。

智慧交通系统是实现智慧城市的核心部分，
中国对于智慧交通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
到今天，在大数据以及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下，
智慧交通成为城市发展的新趋势。

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周伟表示，近年来中国
智慧交通蓬勃发展，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一轮的
代际更替。当前，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技术高速发展并向传统产业加速渗透，互联
网技术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将给交通运输业在
运营效率、服务水平、安全保障等方面带来巨大提
升，加快发展智慧交通对于提升出行体验、建设交
通强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周伟认为，未来要加快先进信息技术与交通
运输的融合应用，消除信息孤岛，推动信息资源开
放共享。

据悉，今年交通运输部将以大数据为主攻方
向，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交
通运输深度融合；持续推进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
网、智慧公路等试点；启动建设互联网道路运输
综合服务平台，推进道路客运电子客票试点等。
预计到2020年，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交通运行监
测、行政执法和应急指挥体系将基本建成。

查堵点、找景点、看热点……随着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智能地图成
为人们出行的必备“神器”。在大数据的助力下，出行如今变得更“智慧”。

许多老人闲来无事时会靠看电视打发时
间，但英国一项新研究说，如果看电视的时
间太长，老人的记忆力可能会加速衰退。

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
《科学报告》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分析
了英国3662名50岁以上老人的情况。这些
老人分别在2008年和2014年两次回答了每
天看电视的时长等问题，每一次还参与一系
列记忆力测试。

分析结果显示，老人们的记忆力在研
究期间都有下降，但是看电视时间较长者
的记忆力下降更为明显。那些每天看电视
时间不到3.5小时的人，其语言记忆力下
降了4%至5%；那些每天看电视时间超过
3.5小时的人，其语言记忆力下降了8%至
10%。

研究人员认为，看电视通常会让大脑处
于被动接收信息状态，减弱了大脑的活动，
从而导致记忆力下降。研究人员呼吁老人注
意控制看电视时间，并适当做一些有益大脑
的活动。

美国心脏病协会《循环研究》杂志近
日刊登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多吃坚果，尤
其是核桃、杏仁、开心果等木本坚果，可
能有助降低2型糖尿病患者罹患心血管疾
病的风险。

2型糖尿病患者常会出现心脏病和中
风等心血管疾病并发症，而坚果中含有大
量不饱和脂肪酸、纤维、维生素E、叶酸
和一些矿物质。然而，食用坚果与降低2
型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的关
联，此前所知甚少。

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利用饮食调查问卷，收集了
1.6万多名受试对象确诊2型糖尿病前后摄
入花生和木本坚果的情况。跟踪调查显示，
这些受试对象中出现3336例心血管疾病病
例，其中1663例死于心血管疾病。

研究人员分析后发现，与每月只吃不到
一份28克坚果的2型糖尿病患者相比，每
周食用5份共140克坚果及以上的2型糖尿
病患者，其心血管疾病总发病率降低
17%，冠心病患病风险降低20%，死于心
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34%。此外，与确诊
糖尿病后未改变坚果摄入习惯的患者相比，
那些增加坚果摄入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降低11%，冠心病患病风险降低15%，死
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25%。

研究人员还发现，多吃坚果与降低2型
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的相关性，
与性别、体重或吸烟等因素无关。

研究人员说，坚果有益于心脏的生物学
机制尚不清楚，也许是由于坚果可以改善血
糖控制、血压和脂肪代谢等。研究还指
出，虽然食用各类坚果都能给心脏带来益
处，但与属于豆科植物、果实长在地下的
花生相比，核桃、杏仁、开心果、榛子和松
子等木本坚果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相关
性更大。

英国利兹大学2月18日发布一项研究
说，吸烟可能会影响身体免疫系统对抗主要
的皮肤癌——黑色素瘤的能力。与不吸烟的
黑色素瘤患者相比，有长期吸烟史的黑色素
瘤患者的存活率会大幅下降。

利兹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研究人员
分析了英国超过700名黑色素瘤患者的情况
后发现，与那些诊断出黑色素瘤之后10年
内都没有吸过烟的人相比，吸烟的患者存活
的可能性要少40%。

免疫力强可以提升黑色素瘤患者的存活
率。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些患者的基因，并
按照遗传因素影响的免疫力高低为这些患
者分组。结果显示，有156名黑色素瘤患
者在遗传上的免疫力是最强的，但他们中
的吸烟患者存活率远低于免疫力一样强的
不吸烟患者。

研究人员认为，吸烟对人体免疫系统产
生了影响，改变了其抵抗皮肤癌的能力，也
增加了其他健康风险。因此他们强烈建议，
有吸烟习惯的黑色素瘤患者应该尽快戒烟。

报告主要作者、利兹大学教授朱莉娅·
牛顿-毕晓普说，免疫系统就像一个交响乐
团，有不同的分工。这项研究表明吸烟会妨
碍整个乐团的和谐演奏，乐团成员或许能够
继续演奏，但其实是在一种并不协调的状态
下进行。相关结果已刊登在美国期刊《癌症
研究》上。

（均据新华社）

大数据让出行更“智慧”
ｋ科技前沿

ｋ 健 康

新研究说

老人看太多电视影响记忆力

吃坚果降低糖尿病患者

心血管疾病风险

吸烟可能损害

身体抵抗皮肤癌的能力

科考队员在西风带
放浮标 （2019 年 1 月 1
日摄）。

3 月 6 日，“雪龙”
号极地考察破冰船载着
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
察队队员航行在我国南
海海域，预计 6 天后靠
泊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
国内基地码头。

本次科考期间，考
察队经受南极严酷自然
环境的考验，克服“雪
龙”号碰撞冰山后带来
的各种困难，在科学考
察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
成果。 据新华社

新行业造就新职业

记者注意到，人社部近日发布的新职业大
多来自目前比较新兴和热门的行业。既有现在
流行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也有
人们不常听说的农业经理人、数字化管理师；
还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职业，如城市轨道交通
相关技术人员等。

“此次拟发布的新职业并非新产生的，它们
在现实中已经存在。新职业从业人员达到一定
的数量规模，有比较清晰的职业内涵定义和工
作要求，这些新职业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带来诸多
收益。”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说。

其中，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电子竞技员
等是人们讨论的热门职业。其兴起与近年来人工
智能行业的爆发和相应的“人才荒”有很大关系。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达1011家。数据预测，
到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超过
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全
球人工智能领域人才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一
季度，全球人工智能技术领域专业人才数量超过

190万，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据估计，中国人工
智能学科人才需求的缺口每年接近百万。

电子竞技员的出现与近年来电竞行业的发
展关系密切。目前，中国电竞用户超过2亿，
人才缺口限制电竞体育、文化、娱乐等产业价
值的发挥。专家表示，随着电竞行业健康良性
的发展，相关从业者正获得社会认可。

专家表示，这些新职业将成为未来行业的
一个趋势，促进相关产业、培训行业的发展，
相关专业获得更多关注。

技术推动职业兴替

一批新职业兴起，伴随着另一批旧职业退
出历史舞台。铁路扳道工、弹棉花手艺人、寻
呼转接员……根据2015年修订发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有205个曾经耳熟能
详的职业不再收录其中。

“科技和生产力的提高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
日常生活，社会需求结构随之发生改变。不少
过去热门职业不能及时适应这种变化，处于即
将被淘汰的境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
技能鉴定中心标准处处长葛恒双说。

无人机驾驶员代替了很多传统行业操作
员，其兴起体现技术革新助力传统产业转型。
在地理测绘、物流配送、电力巡检等诸多领
域，无人机驾驶员大显身手。

以农药喷洒作业为例，作为一个拥有18亿
亩基本农田的农业大国，中国每年为此耗费大
量人力。借助无人机，不仅能节省大量人力成
本、提升作业效率，还能降低农药浪费、减少
对环境污染。当然，这对相关操作者的专业素
质提出很高的要求。2018年发布的《无人驾驶
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明
确规定，个人或者组织进行植保无人机作业时
必须持有无人机安全操作执照。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新增母婴护理员、
蜂产品品评员、酒体设计师等与人们生活需求
相关的工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反映在职
业领域，传统的‘专业技术人员’‘社会生产服
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呈现越来越细分化发展的
趋势。”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室
主任袁良栋说。

就业观念有新要求

专家表示，新职业的出现，呼唤教育、法
律、培训等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比如，要
给予学生与时代发展相匹配的在校教育，帮助
其快速适应和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新学科，
成为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相关职业技能和行业企业的评价不断规范。
今年1月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26个新
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涉及的职业包括中式烹调
师、智能楼宇管理员、汽车装调工等。此外，人社
部将陆续开发行业企业评价规范。

对新职业及相关行业进行科学管理也很重
要。以电竞行业为例，除了电子竞技员，还有
教练、陪练、裁判员、解说，甚至有经纪人等
周边运营人员，更细的职业分类要求更细化的
运营管理。为此，2016年，教育部将“电子竞
技运动与管理”增补为高等职业学校拟招生专
业，旨在培养专门的运营管理人才；很多电竞
俱乐部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

此外，新职业中不少采用非全时制、灵活就
业的方式，对人们就业观念转变提出新要求。专
家表示，当下很多年轻人在选择职业时，更注重
热爱、有趣、自由。随着这种工作方式和劳动关系
的普及，各方要尽快转变传统观念，及时调整相
关体制机制配套。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电子竞技员登场

新职业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电子竞技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拟

发布15个新职业，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从传统的“工、农、兵、学、商”，到如今新职业、自
由职业不断涌现，背后是中国经济新科技、新业态日新月异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