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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务员尧考英语证书尧考职业资格证噎噎
如今袁随着职业竞争日益激烈袁越来越多已经工
作数年的职场人士重拾校园节奏袁利用空闲时间
让自己补充学习尧加油充电遥

去哪儿野充电冶钥职场人士在寻求一个安静的
学习环境袁特别是可持续使用的自习场所遥 有的
人选择野蹭冶大学自习室袁有的选择去咖啡厅袁也
有的选择 24 小时书店等场所遥这一过程中袁一些
专供职场人士充电学习的付费自习室也应运而
生遥那么袁职场人士上自习有哪些困扰钥这一需求
背后意味着什么钥

图书馆咖啡馆受青睐

走进星巴克咖啡店袁总能看到这样一副经典的景象院
几个都市白领独自坐在角落里袁桌子上放着一杯咖啡袁一
台笔记本电脑袁一部手机遥 配合着咖啡厅里舒适的桌椅尧
幽暗的灯光尧免费的网络和略微嘈杂的背景音袁白领们开
始进入自己的世界袁进行各种业余学习遥

据了解袁咖啡馆和 24 小时书店这类场所袁一般是买
一杯饮品就能坐一个下午袁 已成为温馨惬意的 野自习圣
地冶遥 除此之外袁公共图书馆等免费的公共空间更受普通
白领们青睐遥

吉林长春的刘先生在一家企业工作袁 经常去图书馆
准备公务员考试遥野我如果在家里自习袁静不下心来遥我平
常比较喜欢去市图书馆或者省图书馆自习袁那里很安静袁
而且学习氛围很好袁看到周围的人都在认真自习袁自己的
学习效率也提高了遥 冶刘先生说遥

但是袁对于去哪自习袁刘先生也有自己的困扰遥 他表
示袁吉林省图书馆很适合自习袁但是经常抢不到座位遥 野每
天 8 时开门袁 周末 8 时 30 分过去就基本没有位置了袁有
的时候甚至需要提前半个小时去排队才能抢到一个座
位遥 冶

湖南姑娘小钟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袁 最近准备考
研的她也成为周边图书馆的野常客冶遥 野在朝阳图书馆袁可
以发现很多跟我一样的年轻人袁 大家在图书馆开门前就
已经排上长长的队袁 除了年轻人还会有家长陪同下的孩
子尧戴着老花镜的老人遥 无论是谁袁进入图书馆后大家都
会很自觉保持安静袁 这样一种学习氛围很容易让人静下
心来学习遥 不过袁图书馆空间相对有限袁去晚了经常会没
有位置遥冶小钟说遥对于咖啡厅袁小钟也有所尝试遥她发现袁
去咖啡厅的人通常会有同伴袁来放松聊天的人不在少数遥
如果想要一个自习室那样安静的环境做一些 野备考冶野读
书冶 等费脑细胞的事袁 会发现咖啡厅的音乐显得有点嘈
杂遥 还有一些年轻人袁会选择去肯德基尧麦当劳这样的快
餐厅自习遥

付费自习室悄然出现

除了图书馆袁 各大高校的自习室往往有充足的座位
和安静的环境遥 这是否可以成为职场白领的好去处呢钥

据了解袁 目前不少在校学生对于职场人士来学校自
习有自己的顾虑遥 在北京读书的王东宇就认为校外人员
进入学校自习袁弊大于利遥 野一方面袁我们无法控制校外人
员的身份袁也无法得知其来自习室的真实动机袁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袁比如物品丢失曰另一方面袁学校自习室位子
有限袁每逢考试周座位也比较紧张袁应该先保障本校学生
有充足的自习位子遥 冶王东宇的观点袁代表了相当一批在
校学生的看法遥

一边是自习需求增大袁 一边是免费自习空间供不应
求袁 导致不少职场人士找不到合适的自习充电场所遥 因
此袁野付费自习室冶这种经营模式应运而生遥

走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时分自习室袁笔者看到袁
昏暗的环境与明亮的台灯形成鲜明的对比袁 每一盏亮

着的台灯下都有一
个小 小 的 空 间 袁插
座尧储物柜尧无线网
络尧空气净化器袁可
谓功能齐备尧 应有
尽有袁 每个人都在
安静 地 埋 头 学 习 遥
在键 盘 自 习 区 袁商
家还为每个人配备
了专门的静音鼠标
和耳机袁 以保证自
习 环 境 的 绝 对 安
静遥 据介绍袁这家自
习室的价格为每小
时 12 元袁如果办理
月卡尧 季卡等长期
会员卡袁 则能以更
加优惠的价格于固
定的时间在这里自
习遥

这间付费自习室的老板顾先生告诉笔者袁 整个自习
室包含 60 个小格子尧5 个小会议室和 2 个大教室袁平时生
意很好袁每个时段都有很多人来自习遥 野主要客户群体是
白领袁 大多数白领在这里自习都是为了准备各种职业资
格证的考试尧在职考研或者公务员考试遥 冶顾先生说遥

头一次过来体验付费自习室的严先生是一名医生袁
想在这里学习与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遥 他说院野我觉得在
家里学习不太安静袁所以想来这里体验一下遥 其实就是花
钱买环境的一种形式袁如果这次体验好袁我很愿意经常过
来自习遥 冶目前袁不仅北京袁其他大城市也陆续出现了各种
形式的收费自习室遥

满足需求还应多管齐下

在谈及为什么在北京开一家付费自习室时袁 顾先生
表示袁 自己之前通过互联网了解到国外有很多付费自习
室袁而中国的付费自习室数量还很少袁很多人会选择去咖
啡厅这种地方自习袁 因此这个行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遥
野作为一个北漂袁我之前也像大多数人一样住在合租的房
子里袁住宿的空间和室友的质量让我没办法在家里自习袁
当时就很希望周围能开这样的一家店袁 让人们有一个安
静独立的空间提升自己遥 冶

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袁2018 年北京注册会计师考试的
报考人数为 15.3 万袁而 2019 年报考司法考试的人数接近
4 万袁是全国最大的独立考区遥 源源不断的职场考生正是
付费自习室的最大客源遥 对此袁专家指出袁付费自习室的
升温袁一方面反映了大家对共享空间的大量需求袁但另一
方面袁也凸显了城市公共资源不足的难题遥

北京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景俊美在接受
笔者采访时指出袁付费自习室是顺应市场需求的产物袁
这种经营方式灵活对接了用户需求袁但必须保证消防尧
人身等必备的安全问题并纳入适度的监管遥 野终身学习
是应该支持和值得提倡的袁 新兴事物出现了要合理引
导袁 以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最朴素的生活
目标遥 冶

野从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看袁建立学习型社会是必然
趋势遥 职场人士在技术变革的大环境里选择不断地学
习尧充电尧提升职业技能是一件好事遥 不过袁从我国目前
的公共服务水平看袁公共图书馆一时很难满足职场人士
对学习空间日益增长的需求遥 社会各界要为建立学习型
社会做更多基础性准备遥 比如袁可以在新建社区里建立
供居民学习的公共空间袁也可以鼓励更多社会组织或企
事业单位开放自己闲暇的图书馆或学习功能区袁实体书
店的经营模式也可以更多样化袁开辟一定空间或者选择
24 小时营业来为有学习需求者提供便利袁 收费的经营性
自习室也应该得到规范和鼓励遥总之袁需要多方合力遥冶景
俊美建议遥

浙江院
每年资助万名农民工上大学

日前袁 浙江启动实施农民工学历与
能力提升行动遥 从今年起至 2022 年袁浙
江省总工会每年将投入 1000 万元袁加上
各级工会配补资金袁 共同资助 1 万名农
民工上大学遥

这一行动的总体目标是袁 到 2022
年袁 在有学历提升需求且符合入学条件
的农民工中袁每年资助 1 万人接受大专尧
本科学历继续教育遥 资助对象为企业车
间主任及以下的一线职工袁 且必须是本
省工会会员袁 已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
上劳动合同遥各级机关尧事业单位职工不
属资助对象遥 高海英

天津院
启动 2020 届困难毕业生
求职创业补贴发放

日前袁天津市人社局尧天津市教委和
天津市财政局印发 叶关于做好求职创业
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曳袁进一步完善该市
求职创业补贴政策遥 此次补贴标准为每
人 3000 元袁预计将惠及 2.2 万名困难应
届毕业生遥

据了解袁 此次补贴涉及的院校范围
由普通高校扩大至民办高校尧 中等职业
院校尧技工学校,人员范围从符合条件的
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学
生尧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学生尧贫困残疾
人家庭的学生尧残疾学生等四类人员袁进
一步扩大到在校期间已获得国家助学贷
款的学生尧特困人员中的学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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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自习室在大城市悄然出现要要要

职场人士
“充电”场所何处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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