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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学泽

如果一个国家的历史足够久远，那今天和
昨天之间就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浸
透于你的日常生活中，以至于有时你自己也未
必察觉。

8月底的周末，记者来到淄博临淄齐都博物
馆，古老的出土文物让人沉思。临淄区有后李文
化遗址，其年代大约距今8500年——— 7500年之
间，前后延续约一千多年时间。懂点考古学的都
知道这个“距今8500年——— 7500年”的意义，这
是“中国文化的第一声”，属于智人之后在中国
北方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临淄古代文化的最高潮，当然还是著名的
齐国文化。博物馆的二楼，有个齐文化廉政教
育基地，让人大开眼界，单一个“廉”字，其

从古到今的写法就有几百种之多，很多内容陈
列既古老又现代。

现在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经常用到
“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这两个词，但如
果问：这两个词源自哪里？恐怕很多人就答不
出。估计很多人会说：这两个词应该是现代
词，因为报告和会议中，经常出现“以人为
本”和“以民为本”；还有人可能会想，这两
个词也许来自西方。

但“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是两个彻
彻底底的中国词汇。提出“以人为本”思想
的，是春秋早期齐国名相管仲（前725年前后
～前645年）。《管子》“霸言”篇，记述了
管仲对齐桓公陈述霸王之业的言论，其中有一
段这样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
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提出“以民为本”思想的，是春秋末期的
晏婴（？～前500年）。晏婴是我国先秦时期
卿大夫中力倡廉政且躬行不怠的第一人，在
《左传》和《晏子春秋》中，都详细记载着晏
婴“以民为本”的思想。《晏子春秋》中，叔

向问晏子曰 :“意孰为高？行孰为厚？”晏子
对曰 :“婴闻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
者，以民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遗道！苟遗
民矣，安有正行焉 !”晏婴多次强调：“以民
为本”“先民而后身”。显然，晏婴继承了管
仲的民本思想。

“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思想在齐国
出现不是偶然的。《史记·齐太公世家》记
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
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
大国。”西汉刘向《说苑·政理》载：武王问
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
道，爱民而已。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
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
苦，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故善为国
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
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这说明，在齐太公立国之初，就很注重照
顾民之需求。“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思
想，后来又影响到孟子。《孟子·尽心下》：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在中

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现在看来，这句话其来有
自。孟子倾慕齐国，两次赴齐国。第一次是大
约孟子45岁的时候，齐威王在位，去即返。第
二次是大约54岁的时候，这次孟子在齐国逗留
了六七年之久。

齐国之所以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
国，与其爱民思想一以贯之很有关系。比如，
管仲时期，出台诸多富民、惠民举措，辅佐齐
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
首。晏婴时期，常以爱民为出发点向齐景公进
谏和匡正，齐景公在位58年，成为齐国执政较
长的一位。

“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现在是我们
国家政治生活的常用词汇。

“树高千尺忘不了根”，一个国家的制度
自信源于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今
天的我们来说，是无法割断的血脉，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善于从博大精
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人为
本”和“以民为本”两个词具有历史的穿透
力，让我们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以人为本”第一声

□ 本报记者 崔凯铭 赵琳

“不会弹钢琴的编辑，不是好摄影师。”
“不‘斜杠’一下，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90后。”
当下，身兼数职的“斜杠青年”正成为一种

“潮”标签。今年疫情以来，“斜杠青年”的队伍
更加庞大。

“斜杠青年”一词来源于英文“Slash”，它
指不满足于专一职业生活方式、拥有多重职
业和身份的青年人群，最早由美国专栏作家
麦瑞克·阿尔伯在《一个人/多重职业》一书中
提出。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显示，全国“斜杠
青年”规模已突破8000万人，他们以“80后”至

“95前”人群为主，高学历者占据主流。
“斜杠青年”的生活有什么不同，为什么

他们选择这种生活方式？

对自我价值的探索

薛易是青岛媒体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
历史研究和写作，今年8月，他的历史文学作
品《刀头上的绝响》出版发行，再现了田穰苴、
吴起、乐毅、王翦、樊哙、韩信六位历史名将的
风采及波澜起伏的人生。

从媒体人到作家，这次“斜杠”经历是兴
趣使然。薛易说，出版这本书，选取名将来解
读历史是源于自己的英雄情结。听评书让他
度过了贫瘠的童年，但评书中，很多人耳熟能
详却又难辨虚实真假，“他们尘封于正史中，
活灵活现于野史演义里，故事广为传播却又
面目模糊，有太多以讹传讹，让人真伪莫辨。
他们在民间口头传扬，但被添加了太多的道
德评判，或棒杀或捧杀。”正是基于这些童年
经历，薛易长大后不甘于似是而非的历史印
象，于是执意去遍读史书典籍抽丝剥茧还原
历史人物，并将其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
解读和重构。

而媒体的从业经历也为写作提供了极大
便利。薛易说，他写作早已习惯以事实为依
据，有理有据分说问题。行文过程中，他以正
史为依托，只在历史的空白处加以虚构，以小
说笔触勾画人物，填充人物与故事细节，以虚
实结合的笔法，再现名将鲜活性情。

在人生的多重选择中，写书成为很多
“斜杠青年”的第一选择。山东画报出版社
编辑郭珊珊告诉记者，仔细剖析著者群体，
很多人都是“兼职”写书。特别是网络文学
兴起以后，很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以“码
字”为乐趣，其中不乏成功者。比如科幻作
家刘慈欣，在专职写作以前，就是一名典型
的“斜杠青年”。

“仔细观察古往今来的大家和如今颇有
成就的‘斜杠青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那就是都有自己的主业，然后再利用已有资
源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济南阡陌书店创始
人郑国栋认为。这方面中西方都有很多例子。
在西方，达芬奇就是一个集画家、发明家、天
文学家、建筑工程师等身份于一身的大家，他
还对音乐、医学、考古、水利、地质等颇有研
究。有学者考证，他对其他领域的兴趣，主要
出于对绘画的专注和热爱。

济南市阅读协会会长何丽亚对此深以为
然。她说，在从事阅读推广的过程中，她发现，
很多不注重阅读习惯培养的家庭，往往在子
女教育方面存在很大问题。为此，她专门考取
了心理咨询师资质，方便在阅读推广中帮助
更多家庭解决问题。在何丽亚的名片上，“阅
读推广人/心理咨询师”的头衔赫然在列。

身兼数职，在十年前或许为凤毛麟角的

能者所专有，而现在的年轻人对此已司空见
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
示，52 . 3%的受访青年确认身边有“斜杠青
年”。清研智库等机构发布的《2019年两栖青
年金融需求调查研究》显示，全国年轻群体中
有主业的兼职者、创业者这类“两栖”“斜杠青
年”已超8000万人。

济南大学教授朱海涛认为，“斜杠青年”
是年青一代的自我价值实现。与传统职场中
单一、稳定和保守不变的工作框架相比，拥有
多个职业、多重身份的“斜杠青年”，能够在更
多的岗位和空间中挖掘自身潜力，拓展自我
能力。“斜杠青年”不只是身份的叠加，自主选
择的职业观和以兴趣为出发点的社会实践，
不仅可以丰富个体的人生体验，也能进一步
释放个性、激发活力，有助于新生一代青年成
长为多思多研的人才，在职场的海洋里乘风
破浪。

大环境赋予的多元选择

“斜杠”，是个体的选择，也是大环境的映
射。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运用，商业新业态的
蓬勃发展，新兴职业的强势崛起……都成为

“斜杠青年”旺盛生长的“土壤”。
凭借自制的5G网速体验视频得到众多

媒体关注，一跃成为母校的一张“名片”，8月2
日，“老师好我叫何同学”在哔哩哔哩个人空
间上传了他的最新视频，与他的600万粉丝的
ID拍了一张2000亿像素的合影。这个微博认
证为“知名数码博主”、哔哩哔哩认证为“2019
百大知名UP主”的北京邮电大学电信工程及
管理专业2017级本科生，是大学校园里“斜杠
青年”的典型一员。

正处于探索人生无限可能的阶段，大学
生是书写“斜杠”生活的最佳群体。一方面，脱
产学习的模式使得大学生群体面临的社会生
存压力较小；另一方面，包容开放的大学校园
也为多元思想提供了极佳的孕育环境。一手
国家奖学金，一手优秀志愿者，既有“大厂”

“央企”实习证明，又有支教公益经历……翻
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十佳大学
生”“优秀毕业生”公示，这样的光鲜履历几乎
已经成了基本配置。而在闪光灯照不到的普

通大学生群体里，也不乏出色的多面手。
郭佳颖（化名）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名学

生。平日里绘画软件不离手的她，总会让旁人
误以为她所学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就是个
美术专业。虽然带着艺术两个字，但平时学习
中小郭更多是与各种软件打交道。而卸下学
生标签，她的另一层身份则是爱玩游戏的网
络画手。在网易LOFTER上，小郭是有着V字
认证的“绘画达人”，喜欢的游戏、动画的衍生
创作是她绘画的主要内容，并因此吸引了不
少有着相同爱好的关注者。虽然自嘲“更新
少，涨粉慢”，但小郭目前已有千余名粉丝，并
且还时常接到约稿的邀请。

幼儿园开始学习水粉画，初中时画笔变
成数位板，对于二十岁出头的小郭来说，绘画
早已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其实我害怕把爱
好变成职业”，从小梦想做一个“自由职业者”
的小郭虽然没有选择以绘画为生计，画笔却
始终是她生活的注脚。毕业实习时，小郭做过
设计游戏宣传页与活动海报的工作，兴趣与
专长交叉，虽然累，却并没有让她厌烦。如今，
毕业了的小郭尝试着全新的文字工作，离开
格子间和笔记本电脑，她依然是那个自由的
网络画手。

“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崛起，催生了一大批
新兴职业，为年轻人展现自己的兴趣、爱好和
才华提供了平台。”朱海涛告诉记者，近年来，
逐渐兴起的“斜杠青年”热与社会生产力的迅
速发展、社会分工的逐渐细化息息相关。与此
同时，“技多不压身”，掌握更多的技能，提升
自身含金量，增加职业选择“筹码”也成为新
生一代青年适应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的现实
需求。

不给人生设限的态度

在社会营造的就业压力下，一门特长就
是未来职业发展的一重可能。在大学生的就
业指导课上，“多元技能”正在成为与“核心竞
争力”同等重要的关键词。“斜杠青年”，正在
从一种选择变成一种“刚需”。

记者留意到，在某简历制作网站提供的
优秀简历示例中，“兴趣爱好”栏的“正确写
法”写着：写作（个人公众号：XX，1万+粉丝，

平均阅读2000+），摄影（作品链接），业余视频
编导（自制视频12部）。

当“斜杠青年”发展成一种焦虑，许多青
年人开始陷入盲目追求“斜杠”的误区，样样
技能沾手，样样不精通。还有人功利地陷在为

“斜杠”所作的付出与可取得的收获的计算题
里，反复权衡，迟疑不决。

精力的分散和焦虑的蔓延，不仅不能让
年轻人打开人生的新局面，反而耽误了自己
的本职工作和大好年华。《人民论坛》的一篇
分析文章指出，部分青年对“斜杠”的追求，实
际上追求的是收入而不是兴趣。这种认知的
误区打翻了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天平，也
无视了成为“斜杠青年”必须具备的强大的自
我意识和内在驱动力。“斜杠青年”并不只是
一道镀金的标签，更是一种不给人生设限的
态度。“斜杠”只是一种价值选择，而非通往成
功的方法论。

“阿拉丁”是一名在首尔留学的中国留学
生，比起真名，她更喜欢用“阿拉丁”这个网名
来称呼自己。除了留学生身份，她还是一名日
语学习者、街舞爱好者、韩国女团字幕组成
员。高考失利，她以4分之差从想学的日语滑
到韩语专业，大学的开端笼罩着一层阴霾，她
选择发展兴趣爱好来转移焦虑。舞社成了她
的“乌托邦”。捡起初中时的一点拉丁舞基础，
她在北京的舞社报了名，一有空闲就坐上整
整一小时的地铁去舞社学习街舞。大一时只
能在观众席当观众的她，到了大二已经可以
空闲时间参加舞社商演，比赛时代表学校上
台。

街舞学习为“阿拉丁”打开了新的局
面——— 因为学习街舞，她喜欢上了韩国的舞
团，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她加入了某位韩
国女团成员的粉丝字幕组。“我翻译第一个
视频的时候，一个十分钟的视频，我翻译了
整整一个晚上。”半年后，她翻译同样时长
视频所花费的时间缩短到了一个小时。借着
热爱带来的驱动力，她通过了韩语等级考
试，申请到了学校与韩国合办的“2+2”交
换项目，并拿到了奖学金。不过，对于最初
的梦想，她也并没有放弃。韩国留学是一个
起点，“阿拉丁”想要踏足的还有更远的世
界。利用兼职攒下的家底，她从大二开始课
外学习日语。目前，她在准备参加因疫情推
迟的日语等级考试，并计划毕业后去日本读
修士。

“我以前总觉得，我未来要做的一定要是
自己最喜欢做的事。”谈起自己还算丰富的大
学生活，“阿拉丁”颇有感触。“后来发现生活
并不总是如意，但趁着年轻，多做想做的事情
总是好的，不管成不成功。总是顾忌得失很可
能鸡飞蛋打，心态纯粹一些，反而可能给人生
点亮那盏‘神灯’。”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青年讲师凌晓丽
认为，当下，“斜杠青年”这一名词下大可分为
两类，一类是奔于生计与前程的“被动斜杠”，
一类是追寻自我实现的“主动斜杠”。就比例
而言，被动者居多，主动者如“韩寒”们居少，
经济水平可能是分水岭。

“时代的变化让青年有了更多机会将内
心的迷茫与纠结通过一次次选择进行外化，
从‘只能想想’到可以付诸实践这是一种进
步。但不论何种时代，做的代价都会远大于
想的成本。”凌晓丽认为。

凌晓丽告诉记者，作为青年，大胆尝试
甚至是“好高骛远”都未尝不可，不触及自
己的“天花板”怎能知道自己的极限。因此
如何选择没有标准，但选择之后应如何去做
却早有公论，便是“脚踏实地”。简单来
说，不要左顾右盼，在你的路上前行，看着
你的前方，每每迈进一步，都应给自己掌
声。

“斜杠青年”并不只是一道镀金的标签，更是一种不给人生设限的态度。“斜杠”只是

一种价值选择，而非通往成功的方法论———

进击的“斜杠青年”

身兼数职的“斜杠青年”正成为一种“潮”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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