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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幸福的烦恼”

没有了
“你看看，这都是去年送

的东西了。”9月11日晚，济南
一家公司的20多岁员工张鸿
雁打开自家楼下几平米的储
物间，从所剩无几的礼品盒中
拿出一个，擦了擦灰尘，苦笑
着说，“以前多的时候嫌烦，现
在倒好，想要也没有了。”

供职这家单位多年，每逢
过年过节，张鸿雁总会“习惯
性”地腰酸背痛几天。因为单
位分布于全省各地的十几家
下属机构，会在这个时间段集
中到济南，给诸如张鸿雁这样
的总部员工“上供”：成箱成袋
的月饼、大米、油、鸡鸭鱼肉，
乃至各地土特产被存放在距
离单位不远处的一个收发室。
那几天常常是看不到送礼的
人，却接二连三地收到领东西
的短信。

这 曾 令张鸿雁颇为烦
恼——— 正常上班已经够忙活的
了，还得抽空去离家有相当一段
距离的收发室取礼品，其中不乏
大米、油、杂粮这些既费力又不
是很值钱的东西，对于当时尚未
成家的他来说，“不去拿吧，可惜
了，去拿费时费力却用不上。”

每年这个时候，张鸿雁总会
“习惯性”地向一些好友求助：
“某某又送了一箱咸菜，一箱馒
头，我吃不了，坏了可惜，你过
来拿走吧。”

“他这是‘幸福的烦恼’，
明显的得瑟啊！”曾经帮张鸿
雁“处理”过几盒烤鸡的凌斌，
以一种羡慕的口气揶揄着自
己的朋友。

凌斌说，他所在的单位，
每年虽然过节也会发点福利，
但放在家里“根本就看不见”。
面对张鸿雁这个储物间，他开
玩笑说自家存放福利的小空
间，只能是“小屋见大屋”。

“一袋大米，两盒月饼，一
盒熟食。传达室，请领取。某某
敬上。”张鸿雁手机上，至今还
保留着去年中秋节收到的这
条短信。

今年，这样的短信一条也
没收到，取而代之的是一条语
气措辞颇为严厉的通知：“再
次重申：任何员工都不得接受
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
馈 赠 的 礼 品 、礼 金 、消 费
卡……对顶风违纪者，发现一
起，从严处理一起，决不姑息！”

“本来打算从中秋节送的
礼品中选出一些来，到岳父家
走动走动。”今年“五一”才结
婚的张鸿雁面对今年这种形
势，有些失落地摆摆手，“去年
的用不上，只能自掏腰包了。”

“这下好了，什么‘幸福的烦
恼’也没有了。”张鸿雁自嘲似的
接过朋友凌斌的话，“今年咱俩
算是‘平等’啦！”

提高的礼品预算

其实积习一旦形成，想让所
有人都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观
念，并非易事。

“还是有人想送，但被挡
了回去。”张鸿雁说，就在几天
前，地方上一家分支机构的办
公室主任开着一辆贴着黑色
车膜的越野车，亲自带人来总
部“上供”。

“上午他们刚到，下午我
们就收到通知，结果一个人也
没敢去领东西。”张鸿雁有些
哭笑不得地说，这是已经参加
工作五六年的他从来没有遇
见过的“奇妙情景”。

张鸿雁说，当天一个同事
接到过那个办公室主任近乎
哀求般的电话：“领导一再交
代要把东西留下，你们不收我
们回去怎么交差？”

“他如果交了差，我们又
怎么交差？”张鸿雁看着短信

上“从严处理，绝不姑息”几个
字，反驳道。

“今年谁再明目张胆地提着
东西送，那不是明摆着给领导惹
麻烦么？”12日晚，从事建筑行业
十几年的35岁商人李龙语气中
充满不屑。

为了今年中秋节能够“把礼
送好”，尽管生意有些举步维
艰，他还是“破例”抽出几万块
钱的“送礼预算”。

“在这个行当里混，就指
着过年过节送点东西打点了。”
李龙掰着指头一项一项算，开
发商、建筑方、监理方……按照
他以往经验，每一个部门乃至
具体到每一个人，都要打点到，
哪一个“送不到位”，以后都可
能给他“穿小鞋”。

“平时做得不到位，到时
候卡得你‘生不如死’，送得更
多。”李龙说。当然，这些都是往
年的行情，今年中央八项规定
下的中秋节，情况又有所不同。

按照李龙的盘算，今年
“送礼预算”比往年都要高，但这
并非市场上的物价使然，而是送
的东西发生了变化。

李龙说，其实送东西每年花
费所差无几，但今年形势突变，
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不得不把
预算提高了一大块，以求稳妥。

“往年都是送东西，中秋节
送礼品既联络感情，对方拿着也
自然，弄点高档烟酒茶、月饼之
类的，再来点土特产，花的钱不
多，还能把心意送到，双方感情
也能近一步。可今年不行了，谁
敢不长眼把东西往人家家里提
啊，只能送卡了。”说话间，李龙
深深吸了口气，“一张卡就是
1000块，送出去肉都疼。”

“现在基本都不让去家里，
除非非常熟的，都会让你去办公
室谈事。”李龙说，这样一来，
人多眼杂，其实增加了送礼的
难度。

不过，李龙坦言，今年中
秋节送东西，是“需要勇气”和

“冒风险”的。中秋之前，他打
算先“观望观望”，“你看电视
上天天嚷着让人‘送礼’的脑
白金广告，不也不再提‘送礼’
两个字了吗！”

多少年的潜规则

哪能一次改过来
“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但

到了地方，有些可能还是要变
味。”济南一家板材厂老板何
宏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并用一
个颇为时髦的词再次强调了
他的观点，“都是多少年的‘潜

规则’了，哪能一次就改过
来。”

自从学者吴思2001年在
其所著的《潜规则——— 中国历
史中的真实游戏》中使用“潜
规则”一词后，这个术语就在
各个行业不胫而走。

按照吴思的说法，所谓潜
规则，就是在各种明文规定的
政策、制度外，实际上支配着
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潜规则。”
何宏说，就像他们公司，很多
平时需要打交道的部门，“中
秋节都得好好供着，哪一家都
得罪不起。”

其实，虽然有严厉的规定，
但对于有着“丰富”经验的送礼
者们来说，自有解决办法。

送卡，成为今年中秋节
“联络感情”的首选，除了购物
卡，电影卡、健身卡、电话卡都
位列其中。

何宏说，闯荡社会30余
年，他有过一次非常“惊心动魄”
的送礼过程。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何宏
说，当时他的厂子尚未开业，有
一项手续被拖了几个月，始终办
不下来，让他心急火燎。随后，何
宏托人找关系，终于联系到办理
这项手续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
并通了电话，约定好在这个负
责人的办公室“见面谈谈”。

“很明显不能空着手去
啊！”何宏说，经过介绍人的指
点，他在一个大信封里装了一
些卡，拿着直接去了那位负责
人的办公室。

何宏进门才发现，办公室
还坐着另外几个看上去像是
这位负责人同事的人，他的到
来，打断了他们正在进行的谈
话——— 一时间，气氛相当尴
尬。

对于一般人而言，面对这
种情况，可能会知趣地退出来，
东西下次再送，但何宏却没有
这样——— 他公司的这个项目已
经被拖了太久，等不及了。

于是，几乎只是一瞬间的
迟疑后，何宏继续微笑着，将
信封放到那位负责人的桌子
上，大声说，“×部长，这是我
项目的申报材料，麻烦您方便
的时候审核审核，不合适的地
方您指点一下，我再修改。”说
完，很自然地退出了办公室。

“你猜怎么着，第二天人家
就给我打来电话，很痛快就办
了那件事。”何宏意味深长地笑
着，“这说明东西送对了。”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看看不不见见的的送送礼礼““智智慧慧””
本报记者 赵兵

“今年中秋节不发月饼了！”“我们单
位一点福利也没了！”临近中秋，一些事
业单位、国企员工纷纷发出这样的感慨。
与往年不同，在中央提倡节俭的大环境
下，许多单位中秋节前不再向员工发放
福利，延续多年、约定俗成的过节发福利
在今年戛然而止。

济南市一家事业单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自今年春节以来，该单位就已经不再
发放任何福利，而往年所发福利，是从

“单位福利费中拿出一部分钱来”。济南
一单位工会负责人李阳（化名）表示，他
们发福利的钱来自工会费。但“工会费有
限，还要用到组织建设、文化活动和体育
活动上面，所以单位还需要出一部分
钱。”至于花多少，则是“一把手说了算”。

在李阳看来，发放福利本来就是
一种隐性的不公平，尤其是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和国企。“私企我们不好说，
老板开心了，用自己的钱犒劳一下员
工，无可厚非，但政府部门就不行，因
为政府的钱都是财政拨款，怎么花应
该征得纳税人的同意。”

李阳的说法得到了山东华剑律师事
务所律师李宁的支持。

李宁说，单位发放福利，实际上是一
种习惯，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

“发放福利并没有任何法律层面上的支
撑，完全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这就滋生
了腐败、行贿受贿的土壤。”他认为，正是
因为“隐藏在水下”，发放福利很可能就
会变质，成为单位和个人谋取“灰色收
入”的方式，“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多
单位都是领导说怎么发就怎么发。”

山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刘
玉安认为，“现在，单位发放福利最突出
的两个问题就是不公平和不透明。老百
姓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哪个部门发得多，
哪个部门发得少，尤其是涉及到政府机
关和事业单位的时候，这就很容易引起
老百姓的反感。”

在刘玉安看来，虽然当前提倡节俭
之风，很多单位取消了福利的发放，但从
长远来看，福利并不会因此消失。“虽然
说目前单位福利还存在灰色地带，但
它毕竟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即使是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也需要用这样的
方式来鼓励、犒劳一下自己的员工。关
键是要制定出台相关的规章制度、法
律法规，让福利发放有法可依。”除此
之外，福利发放还一定要注重公平，刘
玉安说，因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企
属于财政拨款的单位，如果不兼顾公平，
很容易引起民意的反弹。

刘玉安还说，从广义上来讲，社会福
利与社会保障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两者在很多地方多有重合。除去单位的

“小福利”，政府更应该在社会“大福利”
上发力。“单位发放福利的问题，可能出
台一些政策就能解决，政府应该把更大
力气放在社会保障方面，让每个人都能
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这应该是未来
福利发展的大方向。”

用制度约束

福利的不公平

2013年中秋节前夕，
大街上来往的车子，显得
比往年同期少一些———
扎堆送礼的现象，似乎少
了许多。

在这个即将到来的
中秋节，中央八项新规正
在 发 挥 着 巨 大 的 威
力——— 各种措辞严厉的
禁令在大大小小的单位
间传达，以往作为很多单
位礼品集散地的传达室，
也显得颇为“冷清”。

但是不让送，并不意
味着不会送。对于一些人
来说，在这个社会上几十
年的摸爬滚打，让他们早
已习惯那些人们耳熟能详
的潜规则，“中秋节哪能不
联络联络感情？”对于这些
人来说，这个中秋，“该送
的，还得送。”

南京市场上的礼品月饼等待消费者购买。（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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