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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梅世
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杰出的民族工作领导人，我军现代后勤
建设的领导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员，中国人民
解放军原总后勤部部长，原军事科学院
院长赵南起同志的遗体，25日在北京八
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赵南起同志因病于2018年6月17日

23时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赵南起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

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
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赵南起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5 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
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
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赵南起同志”，
横幅下方是赵南起同志的遗像。赵南起
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

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 9 时许，习近平、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赵南起
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赵南起同志
的遗体三鞠躬，并与赵南起同志亲属一
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国家、军队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
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赵南起同志生
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张荣顺为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
免去陈斯喜的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新华社成都6月25日电（记者吴文
诩）在四川省南部县城隔嘉陵江相望的
火峰山上，万绿丛中一点红，矗立着一座
红色石雕，那就是烈士李鸣珂的塑像。

李鸣珂，1899 年出生于南部县安坝
乡（今河东镇）白云村龙王沱。1919年考
入四川省高等蚕业学校，参加进步学生

运动。毕业后回南部县任实业所所
长。他同进步青年一起组织青年义
勇团，发动和组织群众同贪官污吏、
土豪劣绅作斗争。1924 年参加川
军。1925年到广州入熊克武创办的
建国联军军事学校学习，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并转入黄埔军校第4期
步兵科学习，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
合会。1926年秋毕业后任国民革命
军第11军24师教导大队中队长。

1927 年 5 月，李鸣珂参加粉碎
夏斗寅叛乱的作战。同年8月参加
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警卫
营营长，担负警卫周恩来、叶挺等领
导人的安全，保护文件档案，押运缴
获的武器和现金，协助政治保卫处惩
治反革命分子等任务。起义部队南
下后随周恩来、贺龙等绕道香港到上
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和中央特科工

作。他同黄云桥假扮成夫妻，以三洋经济
川裕公司负责人的公开身份，机警地同敌
人周旋，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1927 年至1928 年间，中共四川省委
遭到严重破坏。为加强四川的领导，中
共中央决定派李鸣珂到四川，任中共四
川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

1928年的夏天，李鸣珂抵达重庆，立
即着手组织建立秘密工作交通网。他把
妻子和兄妹从家乡接到重庆，组成党的
交通联络站。同时，李鸣珂大力开展在
川军中的兵运工作。先后发动和领导了
川东起义、蓬溪起义和涪陵罗云坝起义，
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2路，李
鸣珂任中共前委书记。

1930 年 4 月 18 日，在奉命即将赴洪
湖区就任红6军军长前夕，李鸣珂亲自执
行惩处叛徒易觉先的任务，在行动中不
幸被捕。19日在重庆朝天门英勇就义，
年仅31岁。

李鸣珂留下的数封遗书感人至深。他
要妻子“好好教育孩子，准备给我复仇……
你今后唯有革命”；劝告同志们：“切莫为
我空悲痛，愿对准我们的敌人猛攻！猛
攻！”

如今，可以告慰李鸣珂烈士的是，曾
经贫穷落后的家乡旧貌换新颜，老百姓的
生活越过越好，河东镇成了南部县规划的
科技工业园区，蒸蒸日上，日新月异。

新华社重庆6月24日电（记者黎华
玲 于宏通）第九届中国国际军民两用技
术博览会于21日至24日在重庆举办，海
燕深海滑翔机、“深海勇士”模型、“华龙
一号”模型、高机动防雷车、联合作战体
系沙盘、“战鹰”无人机等数千项军民两
用技术成果悉数亮相。一大批“大国重
器”在军博会期间强势“圈粉”。

在展区现场，重庆市民吴涛排了半
个多小时的队，只为戴着 VR 设备跟着

“深海勇士”下潜到4500米的海底，观赏
海底结构以及可燃冰等。“深海的世界太
壮观了，希望我们国家对海洋的探索不
断推进，以后更深一点，加油吧！”吴涛
说。

作为主办方之一的科技部带来了27
个项目共40余件展品，包括深海勇士VR
展示，海马号模型，海燕、海翼深海滑翔
机，精海无人艇，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
技术等代表性项目。

另外，十一大军工集团全部参展。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携“辽宁舰”“港珠澳
大桥”“深海勇士号4500米载人潜水器”

等70余项展品模型亮相。中国核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带来了“华龙一号”、高温气
冷堆、浮动式核电站、泳池式低温供热
堆、质子治疗等重点展品。

“总是从新闻上听说‘华龙一号’，这
次终于看到了。虽然是模型，但是也很
壮观，听了现场讲解后，更是为国家自
豪。”72 岁的退休教师李文博说。在现
场，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老年人，对参展
成果显示出浓厚的兴趣。

在室外的“无人装备联合行动”演示
区 ，参 演 的 无 人 机 各 有 所 长 。 战 鹰
TIM-X120无人机可搭载35倍光学变焦
标准吊舱、喊话吊舱、抛投吊舱等任务模
块，能够用于森林火警监测、反恐处突等
任务。J4C小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可搭载
4K超高清可见光吊舱、38毫米多用途弹
药发射器等任务模块，主要用于人员搜
救、夜间侦察、精确打击等任务。

记者在军博会现场看到，还有很多
类似的可体验、可互动的展出项目。在
航母体验区，市民也可通过VR感受航母

“舰载机”起飞、降落的过程，了解航母相

关知识。中科院展区“智慧机场”的“安
检人脸识别辅助验证系统”周围观者如
织。据悉，该系统实现了人脸识别率超
99%、验证速度小于 1 秒、侧脸也可识别
等强大功能，已经累计示范应用于国内
65家机场的旅客安检，覆盖585条安检通
道。

不仅国内观众对本次军博会充满兴
趣，现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区前来
参展的外国朋友也表现出了对展会的极
大兴趣。在匈牙利贸易文化中心主任费
里·弗洛普看来，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的军
民融合领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强项，双方合作前景可观。

本届军博会由科技部、中国科学院、
中国发明协会和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
围绕“军民融合·创新发展”主题，军博会
期间还举办了军民融合协同创新高峰主
题论坛和武器装备采购、国防动员领域
军民融合建设等专题论坛。同时，还举
办了军民两用技术成果对接交易会、国
（境）外高新技术成果对接会等活动，促
进军民两用科技成果对接转化。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记者叶昊鸣 齐中熙 袁
慧晶）铁路扳道工、弹棉花手艺人……这些职业对
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经陌生；“无人机飞手”、程
序员……40 年前未曾预料到的职业如今却在走红。
改革开放40年，改变的不仅是经济体量，也改变着社
会分工。

40年来，“工、农、兵、学、商”为主的单一职业体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职业体系在细化与新生
中重构。而每一个个体，也在调整适应时代变局中，
感受起伏人生。

昔日热门职业逐渐消失昔日热门职业逐渐消失
安贵涛今年55岁，曾在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西车务段门头沟站做了35年扳道工。他的
工作主要是根据车站值班员的指示，正确及时地扳动
道岔，确保火车能够顺利进站。

这是个体力活，责任却重于泰山。门头沟站附近
曾有8家煤矿，每天运煤的火车络绎不绝。在安贵涛
的印象中，一天最忙时需要扳动200多次道岔，有时连
午饭也来不及吃。

伴随生产技术与工艺的革新，铁路上越来越多地
使用电动道岔，像安贵涛这样的扳道员日渐减少。

与扳道工境遇相似的，还有修钢笔工、补锅匠、寻
呼转接员等一批曾经耳熟能详的职业。

201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颁布了修
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减少了205
个职业。

“科技和生产力的提高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日常
生活，社会需求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不少过去热门
的职业因为不能及时适应这种变化，处于即将被淘汰
的境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标
准处处长葛恒双说。

北京大学职业研究所副所长陈李翔认为，这种逐
渐“消失”的过程，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一种替代，有
利于促进职业的结构转型。

需求升级推动传统职业细分需求升级推动传统职业细分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厨师就是做饭炒菜。但随

着人们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厨师也开始细化，产
生了像我这样的烘焙师。”蔡叶昭说。

今年23岁的蔡叶昭是安徽省芜湖市人，虽然年纪
轻，却已是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金牌获得
者，现在从事烘焙教练工作。

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人们物质文化
需求日趋多样。老百姓已经不满足于吃饱，更要吃得
精细，吃得营养，这一变化导致了厨师职业的细分。
中式烹调师、西式烹调师、公共营养师、营养配餐员等
职业应运而生。

除此之外，脱胎于理发匠的美容美发等职业也在
城市服务行业中占据一席之地。以兽医专业为基础
分化出来的宠物医师，也颇受市场欢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技术水平的革新，我国制造
业主要工种由传统的车工、铣工、刨插工、磨工、钳工
向数控领域再到向机器人应用领域转变，生产制造的
精度和效率有了极大提高。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反映在职业领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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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版职业大典中新增了347个职业的描述信
息。”葛恒双说，这有利于让更多从传统职业中分化出
来的职业被大众所认同。

新科技催生新职业新科技催生新职业
今年41岁的辛建英是江西省余江县平定乡洪万

村人，除了会做一般的农活外，她还会开“飞机”——
通过遥控植保无人机，进行喷洒作业。

“这款无人机能装10公斤药水，飞一次能完成8
亩多稻田的作业量。”辛建英说，以前人工喷洒一亩田
需要20分钟，现在不到2分钟就能完成。

虽然已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但提起学习的过
程，辛建英依然印象深刻。“开‘飞机’不但要眼神好，
控制的手感也要好。轻轻碰一下控制器，‘飞机’就能
飞出去 10 多米，一不小心就会飞过或者撞在障碍物
上。”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辛建英成为了一名合格的

“飞手”。
“以前得背着药水在水稻田里走，现在有‘飞机’

替我背，站在田埂上就能撒药。”辛建英说，收入也挺
好，一年忙几个月就有2万元。

像辛建英一样，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有了一个新
的职业——“无人机飞手”。

“随着科技化、机械化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一批不
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职业类型逐渐消失，与此同时也
催生了诸如无人机‘飞手’、茶叶采摘机操作工等新工
种。”葛恒双说。

纵观科技的发展趋势，未来将在智能制造、物联
网、无人机、电子游戏等领域催生出更多新兴职业。
而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下，这些新兴职业最终也会像已
经长期存在的其他职业一样，成为社会职业金字塔中
的一块基石，为促进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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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职业变迁背后起伏人生
赵南起同志遗体在京火化赵南起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军军博会了解一下博会了解一下

看看““大国重器大国重器””如何强势如何强势““圈粉圈粉””

李鸣珂：隐蔽战线的英雄

李鸣珂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