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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高像素照片诞生
巨型相机或开启天文学“新时代”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参考消息》14日
刊登美国趣味科学网站报道《在建的薇拉·鲁宾
天文台32亿像素的相机拍下破纪录的首批照片》。

在建的薇拉·鲁宾天文台的相机核心部件首
次拍下测试照片，创下新的世界纪录，成为巨型数
码相机拍摄的最大单幅照片。

薇拉·鲁宾天文台的数码相机有运动型多用途
车（SUV）大小，组成该相机焦平面的成像传感器阵
列近期在位于美国加州的美国能源部SLAC国家
加速器实验室抓拍到这几张32亿像素的照片。

SLAC官员称，这些照片是迄今为止单次成像
拍摄的最大照片——大到要全尺寸显示其中一张
照片，就需要378台4K超高分辨率电视。其分辨
率高到能让人看到15英里外的一颗高尔夫球。

薇拉·鲁宾天文台此前被称为大型综合巡天
望远镜，它将利用直径达27.6英尺的望远镜和
32亿像素的相机，开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为期
10年的宇宙研究——即用于命名相机的“时空遗
产调查”计划。相机将每隔几晚拍摄一幅南天全
景图，建造一座收藏约200亿个不同星系图像的
天文学宝库。

科学家发现4.6亿年前
海洋动物如何“生娃”

据新华社南京9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中国
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由中国、爱沙
尼亚、美国、英国古生物学者组成的团队，运用最
新显微成像技术，捕获了一种在远古海洋中生存
了1亿多年的微小动物——几丁虫的繁殖瞬间。

几丁虫是一类体型非常微小的生物。它们生
活在4.8亿至3.6亿年前的远古海洋中，身体长度
以微米计，形态上看，有长颈瓶状、壶状、圆筒状等
多种形状，像是一个个微型“漂流瓶”。几丁虫虽
小，却能帮助人类找到石油等矿产资源，还为科学
家破解物种大灭绝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它本
身的生物属性，人们一直所知甚少。

此次，科研团队采用近红外显微成像、显微
CT等多项高精尖技术，对一批4.6亿年前的几丁
虫化石标本进行研究。科研人员意外地发现，一
种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畸形变异的特殊几丁虫
标本，其实是记录几丁虫生殖瞬间的关键材料。
通过对20枚此类特殊标本的观察，研究团队识别
出几丁虫的两种生殖模式：一个母体一次繁殖一
个后代，或一次繁殖多个后代。

“这是种典型的无性生殖方式。我们还发现，
几丁虫母体在‘生娃’后，也能继续存活，而不是很
快死去。”领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副研究员梁艳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地学期刊
《地质学》上。

袁隆平超级稻云南基地
连续4年平均亩产超1100千克

据新华社昆明9月14日电 近日，位于云南
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草坝镇的袁隆平
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里，专家组对第二代

“超优千号”进行测产，最终测产结果为亩产1134.6
千克，实现连续4年平均亩产超过1100千克。

专家组成员、云南省农科院研究员杨从党认
为，蒙自市“超优千号”精确定量栽培技术攻关样
板连续4年平均亩产突破1100千克，这是世界上
少有的高产典型。

AI数据标注师、互联网营销师、供应链管理师……

来！看看数字经济里蕴含了多少新岗位
通过数据标注实现图像识别、设置模型进行供应链管理、利用大数据尝试个性化教学……

今年以来，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在为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提供助力的同时，也创造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职业。
随着新基建加快推进，数字经济还将带来多少机会？这些逐渐兴起的新岗位里，有你的身影吗？

系上安全带、点击屏幕“开始”键，
车辆缓缓起步。随着近日百度在北京
推出自动驾驶体验服务，无人驾驶车
辆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道路上奔驰。

无人驾驶的背后是人工智能的
成熟与应用。当前，各行业对图像语
音识别、算法模型构建等需求上升，
用数据采集和标注教会AI感知、思
考和决策的AI数据标注师等新职业
快速兴起。仅百度与山西数据标注
中心未来5年就预计培养 5万名AI
数据标注师。

用 区 块 链 技 术 解 决 企 业“ 痛
点”，区块链应用操作员逐渐走俏；
将各环节的数据集成并形成方案，
智慧城市架构师走进城市建设一
线；围绕网络互联、标识解析等开展
规划设计，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
员应运而生……

随着 5G加快推进、互联网演进
升级，很多新技术都从概念快速步入
大规模应用。这一过程中，新职业、
新机会不断涌现。

人社部联合相关部门发布的新职
业中，不少是由新技术推动而来。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G产业经济贡
献》预计，2020年至2025年，5G将直
接创造超过300万个就业岗位。

“技术创新促进了新职业的涌
现，新职业的兴起也显现了中国经
济的活力。”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
长刘多说，职业之变正为经济社会
发展开拓空间。

接到浙江海宁供电公司发起的分
钟级需求响应邀约，浙江科杰新材料
有限公司调整太阳能集热管生产线的
生产时间，间歇关停部分用电设备。1
小时的响应时间段里，企业压减负荷
882千瓦，并获得补贴。

依据智能电表精准采集数据，供
电系统通过App启动邀约，发动用户
侧调节负荷资源，在为企业降低成本、
让生产更绿色的同时，也催生了综合能
源管理师等新岗位。目前，多地区供电
公司都推出了专门岗位服务客户节能，
不少制造企业也设置了能源管理专员。

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
等领域蓬勃兴起，为新就业形态提供了
可能。

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
与战略研究院以短视频平台抖音为研
究对象发布报告显示，2019年8月至
2020年8月，共有2097万人通过抖音
直接获得收入。截至2020年7月，超
400万家企业在抖音开通企业号，更新
业务模式，拓展业务形态。

新业态丰富了就业岗位，改变了就
业结构。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带动
新型消费的措施，并提出强化灵活就业
劳动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共享用工”。

美团研究院院长来有为认为，对
新就业进行规范和保障，既有利于企
业、互联网平台等加快开发就业岗
位，又增强劳动者从业信心，促进就
业创业。

新职业的发展离不开新经济的澎
湃。今年以来，围绕加快推进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的一系列举措不断推出。
数字基础进一步夯实，为创新创造带
来更多可能。

目前，工信部正加快推动数字基
础设施核心技术和应用技术协同攻
关，加快5G网络建设进度。预计年
底实现5G地级市室外连续覆盖、县
城及乡镇有重点覆盖、重点场景室内
覆盖。

在5G带动和需求引领下，产业数
字化在数字经济中的主引擎地位进一
步巩固。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
下一步将重点支持面向智慧医疗、虚拟
企业专网等7大领域的5G创新应用。

工业互联网外网建设和内网改
造、计算能力的布局等也在稳步推
进。相关研究表明，预计今年工业互
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将超过11%。

数字领域人才培育也在提速。不
久前，教育部与工信部联合发布《特色
化示范性软件学院建设指南（试行）》，
在关键基础软件、大型工业软件等领
域，培育建设一批特色化示范性软件
学院，加快人才培养。

工信部提出，将围绕数字经济
对人才的特色化需求，建设完善教
学体系，注重产业导向，鼓励企业开放
资源，促进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无缝
对接。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者张辛欣）

酷！
新技术应用里有新岗位

潮！
新业态“书写”职业新概念

稳！
筑牢数字基础创造更多机遇

中小学招男老师为啥难？
——部分地方中小学教师男女比例不均衡调查

成都市、贵阳市的一些小学，男女教师之比为1：9；长春市全市中小学专任教师，男女比例约3：7……
尽管教师日益成为社会受尊重和被羡慕的职业，但部分地方基层城乡中小学教师性别比例失衡问题仍凸显。

新华社记者近期赴湘川黔吉等多地基层区县，就此问题的现状、症结与对策展开调查。

“女多男稀”情况仍然存在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近年来，针对
当前中小学阶段教师男女比例不均衡的
现状，各地纷纷出台政策，积极探索招收
和培养更多男教师的措施。但相关问题
在部分地方仍然存在。

据成都市教育局统计数据：2019年在
该市专任教师中，普通小学男教师占比不
足三成；初中男教师占比不足四成。成都
市城区一所小学全校只有8名男教师，约
占全校教师总数的10%。

据教育部今年6月发布的各级各类学
校女教师、女教职工数，初中阶段教育和
普通小学两分类中，女性专任教师人数都
明显高于男教师。

贵州省贵阳市一所小学男女教师比例
约为1：9。该校校长告诉记者，男教师“荒”
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基层城乡中小学更突出。

不久前，湖南岳阳市平江县招聘教
师，最后获聘的800余人中男性不足五分
之一。在四川巴中市通江县、吉林白城市
通榆县，近年新招教师中男老师占比均不
足25%。农村的情况则更不乐观。

“男女老师在中小学教育中的角色就
相当于家庭中的父亲母亲，缺一不可。”东
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刘善槐认为，少年儿童在成长期中过
度缺乏与同性别教师互动，将对其性别意
识、性格思维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与
多名受访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均认为，在对中
小学生勇敢刚毅等个性品质、缜密的逻辑思
维以及积极动手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上，
男老师的作用难以替代，保持男女教师比
例基本平衡对中小学生身心健康非常重要。

男老师“荒”也给教育教学管理造成
困难。平江县桂花学校校长黄远来告诉
记者，因为缺男老师，学校组织一些需要
人力物力的大型活动困难重重，经常会出
现多所学校相互“拆借”男老师的情况。

“学校办运动会，我们就要从其他学校
‘借’教练、裁判，否则体力活很难办。”

另外，贵州、成都等地多所中小学校
长告诉记者，由于绝大多数教师是女性，
确实会在碰上生育高峰期时，出现季节性
教师短缺问题，家长意见很大。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导致部分
地方中小学男教师偏少的原因有多
方面。

——来源少。“来应聘教师的报
名者里，男性就比女性少得多。”黄远
来说。记者发现，这样的失衡可以追
溯到教育培养阶段。据四川师范大
学统计数据，该校近三届本科师范毕
业生中，女生占比超七成，2020届本
科师范毕业生男女比例为22：78；东

北师范大学2018年至2020年毕业
学生中，男生占比始终保持在24%
左右。

——收入有限。在湖南，一位中
小学男教师告诉记者，刚毕业的大学
生应聘成为特岗教师后，月工资加上
绩效工资、补贴等，一年收入不超过
5万元，“一个人吃饱倒是没问题，但
想要存钱买房安家真的困难。”

多地教育局负责人坦言，部分地

方中小学青年男教师收入渠道有限，
现实收入水平与社会普遍对男性承
担家庭经济责任的期待不符。

——留不住人。采访中，贵州一
名乡村学校校长将中小学老师称为

“一眼望到头”的职业，在他看来，职
称晋升慢、进步空间小等因素影响了
男性进入中小学教师行业。四川省
规定，省一级示范高中副高级岗位占
比不高于40%，而小学副高级岗位

占比却仅为不高于15%。
由于职业发展空间有限，导致部

分地方基层中小学本就稀缺的男老
师持续“外流”。“有的考公务员到乡
镇或其他事业单位工作去了；有的辞
职从事别的行业了；还有的被政府
部门借调后，就不回来了……”贵州
毕节一位乡村学校校长告诉记者，大
部分男教师会想尽办法将学校作为
过渡跳板，谋求更有“前途”的岗位。

记者了解到，当前在教师职业内
部，男教师的“流动方向”是由小学初
中向外跳槽，由公立学校向私立学校
跳槽，由乡村向城市调动，这就导致
在特定区域特定学段的男老师“荒”
更加严重。

教育部曾表示，下一步将采取多
种措施加强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改善
教师队伍男女性别比例不均衡情

况。一是完善教师待遇保障机制，确
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
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
入水平。二是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
制度改革，加大对一线普通教师职称
评审的倾斜力度，提高中小学中、高
级岗位结构比例，指导各地在岗位结
构比例内开展职称评审。三是加强
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建设一批高水平

的师范大学，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吸
引更多的优秀男性报考师范院校。

四川师范大学校长汪明义等多
位师范院校相关负责人均认为，应合
理制定招生激励政策，优化教师招录
政策与方式，从人才入口上改善教师
性别比例失衡情况。

四川今年启动了中小学教师“安
身工程”“安心工程”，通过加大教师

周转宿舍建设、中小学教师住房建
设，帮助中小学教师安心从教。

储朝晖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基
础教育阶段教育评价机制比较单一，
他建议通过建立更个性化、更多元的
教师评价机制来吸引人才，进一步提
升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尊荣感。

（新华社长沙9月14日电 记者
袁汝婷 胡浩 吴晓颖 骆飞 李双溪）

招男老师，挺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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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施策纠失衡C

“每颗美食都不被辜负”
——“网红”街宽厚里的节俭探索

小串糖葫芦，可爱还节约。夜幕之下，济南宽
厚里美食街上的喜识冰糖葫芦店门口，十几名游
客在排队。他们面前是一排排小串糖葫芦：短短
竹签上只有两颗山楂，山楂内是精心制作的馅料。

大串糖葫芦，好看却浪费。“很少有人能在小
吃街上吃完大串糖葫芦，不少人吃几口就扔了。”
喜识冰糖葫芦店店长杨立彬告诉记者。亲手制作
的糖葫芦经常被浪费，他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于是，小而萌的糖葫芦“上线”了。“对于吃完
这家吃下家的食客来说，小串糖葫芦的样子萌、量
正好、易打包。”杨立彬说。

近几个月来，这家占地20多平方米的店铺，
每天至少能卖出2000串糖葫芦，高峰时一天能卖
出5000串。

店员们谈到这些数字时咧着嘴笑，他们更开
心的是，终于做到了“每颗美食都不被辜负”。

宽厚里，山东济南“网红”美食街，不论白天还
是夜晚都蒸腾着热气。“宽厚”之下吹来节俭风，一
些小吃店对休闲食品做出了新尝试。

距离糖葫芦店不远处的爆肚店，小碗、中碗、
大碗、全家福四种分量的模型，醒目地摆在窗口。

“一个人吃的话，推荐您买个小碗的。”在女顾
客点单前，爆肚店店长于潇先开了口。

“山东大汉做生意，常觉得要给足、给多才显
得热情好客，但这样却容易造成浪费。”于潇等店
主动了心思，费了脑筋。

在宽厚里380余个店铺中，小吃店占了大部
分。周末，这里单日客流量能超过4万人次，游客
丢弃的剩饭、未喝完的饮料、包装袋等，一天能装
满七八百个垃圾桶，让40名保洁人员从早忙到
晚，难得片刻休息。

“期待更多店铺推出精细化小吃品类，既能让
游客吃得尽兴，也能引导游客践行节约‘新食
尚’。”济南世茂广场宽厚里项目负责人张淼说。

（新华社济南9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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