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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过度解读年终奖发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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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抛砖

@左月：说起这年终总结，早就知道要
写，憋了半个月还没有雏形，看看周围年轻人
写的总结怎么都似曾相识？你说这要是写出
来都一个模样，领导不得抓狂了？

一家之言

记者来信

百年天桥需要大家用心呵护

毛旭松

“土豪”这个词在2013年彻彻
底底火了一把，临近春节，愿意
花重金为员工发福利的“土豪企
业”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7

日，本报记者从烟台杰瑞石油服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该企
业将向员工集中发放52辆菲亚特
轿车，价值超650万元。

每年年末总少不了年终奖
的话题，年终奖的段子也从去年
4袋苹果升级为今年的5袋苹果。
有的企业给员工发豪车，有的企
业给员工发馒头，年终奖巨大的
沟壑中，行业兴衰高等立现。一
山更比一山高，我们完全没必要
因为看到别人丰厚的年终奖就
咒骂自己的老板。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绿城
发放500万给售楼小姐，还是杰瑞
石油发放52辆轿车，受益者都是
企业的优秀员工或者说核心人
才。有句经典台词说得好：21世纪
什么最贵？人才！在如今跳槽成

习惯的年代，留住优秀人才，年
终奖是一条不错的途径。

对于员工来说，没有什么
比年底领到超乎想象的年终奖
更为高兴的了，一辆轿车、一次
旅行会让员工终生难忘，从而
更好地激发工作热情，为企业
创造更多效益。企业如果有这
个实力，完全可以在年终奖上
大做文章，既能够很好彰显企
业形象，又能够极好地挽留住
人才，产生的效应可能远超轿
车的价值。

年终奖不单是对员工一年
来 工 作 能 力 和 工 作 态 度 的 肯

定，是对员工一年来辛勤付出
的回报，更是对员工心灵的一
种慰藉和安抚。所以不夸张地
讲，年终奖发放是门学问，更是
企业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高
额奖金固然诱人，又不限于此，
如果企业没有那么强的经济实
力，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
留住人才。营造良好的企业氛
围让员工有幸福感和归属感，
也会让员工更努力地工作，比
如有的企业为让员工春节多陪
陪父母会多放几天假。

对于杰瑞石油发放轿车的
做法，我们在羡慕的同时不必过

度解读。所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
结网，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让自身能力提高起来，不愁得到
更高的薪金待遇。即便在发放巨
奖的单位，如果仅是眼馋而不从
自身能力出发，那么巨奖还是不
会落到自己头上。过分在意年终
奖的发放数额，不是一个成熟职
场人应该有的心理。

如何留住人才是企业永恒
不变的课题，年终奖励只是这个
宏大课题的一部分。但从这个切
口看过去，对于企业经营者来
说，或许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金
钥匙。

故宫博物院今后每周一闭
馆，对于一般观众，无论你如何
公告，一定会有远道而来的观众
不知道而站在门前兴叹，多数人
会终生错过进入这座世界闻名
的文化古迹成为一生遗憾，而这
部分人累加起来数目巨大。北京
的大博物馆周一统一不开放，国
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再加之
故宫博物院，周一的北京成为了
文化休整的北京，那么能否协调
一下，这三大博物馆能否错峰休
整，依次闭馆休息？

——— 马未都(收藏家)

一旦舆论评议转向舆论审
判，很多情况下，反而提升当事
人的身价。汪峰新创歌词即是如
此，逆向关注导致当事人在舆论
场的不可缺席性，凸显其话题价
值，引发舆论链条，将会在时空
等多个维度提升其影响力。其实
有时候，对某些你不喜欢的人，
忍住不去议论就是最大的反对。

——— 沈阳(教授)

新闻：根据检测数据显示，
三亚河东路、河西路AQI指数分
别为115、108，根据空气质量指
数AQI对应的污染物项目对照
表，均属于轻度污染。对此，三亚
市国土环境资源局环境监测站
负责人回应称，造成污染的主要
原因为冷空气飘移至海南造成。
(南海网)

点评：已经污染到“天涯海
角”了！

新闻：1月5日，湘乡。捧着儿
子翔翔的照片，谭女士依旧无法
抑制悲伤。“求你们看在一条小
生命的份上，先送我孩子去长
沙。我老公在那边的医院接，到
了马上付钱。”这是2013年12月
23日晚，谭女士向120急救中心
的哀求。可值班人员的回答是如
此冰冷：“不行！我们有规定，要
先交800元，不交钱不能发车。等
好心人帮这名母亲凑足800元，
已过去了1个多小时。虽转到湖
南省儿童医院抢救，可13个月大
的孩子仍不幸离世。(三湘都市
报)

点评：在区区几百元利益面
前，一条鲜活的生命竟变得如此
廉价。

新闻：35岁的厨工小胡行进
在一座高楼大厦的地下层里，又
黑又窄的走廊宛如迷宫。为躲避
迅速上涨的房价，小胡和成千上
万中国人一样转入了地下。他和
妻子住在一间四平方米的地下
室内，头顶是一栋位于闹市区的
豪华公寓楼。每月房租400元人
民币，没有空调，所谓的卫生间
则是走廊尽头一个臭气熏天的
公用马桶。(参考消息)

点评：很久以前有一个词叫
“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很久以
后，有一个词叫“房吃人的圈地
运动”。

姜宁

振华购物中心过街天桥
终于要正式投入使用了，施工
部门在新建天桥的基础上加
装了远程摄像头、广播喇叭、
单向电梯等装置。

美观实用、大方得体，用来
形容这座新天桥毫不做作，但
要确保这座承载着市民通行的
天桥安坐百年以上，更是需要
依靠市民们日常用心呵护。

记得在青岛栈桥边游玩
的时候，偶然发现两旁铁索上
被过往游客挂满了铁锁。人们
往往图长久的祈福，希冀着一
份感情能够和这栈桥上的铁

索一样随时光远去，可这一锁
却将栈桥压得不堪重负。

天桥的日常爱护和栈桥
上的铁索如出一辙，回想起走
在以前旧天桥上的时候，桥面
上有多少坑洼之处是因为运
输超重物品留下的痕迹？桥墩
上又有多少小广告败坏着大
家的好兴致？楼梯上多少小商
小贩的乱扔乱丢将原本雅致
的天桥搞得邋遢不堪？

想要将天桥建成百年工
程，是市政部门的美好愿望，
可以说通过三个月来加班加
点修建，市政部门已经尽到了
他们的责任，剩下的就是我们
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细心呵护

这座新天桥了。
走在这座新天桥上，每次

都会看到一位老大爷拿着簸
箕笤帚在清扫桥面的沙土，走
近一看，簸箕里面还有一些乱
扔的纸屑和广告宣传单。一趟
趟走，一趟趟扫，没错，新天桥
建成后确实需要勤加清扫，但
是环卫工人的不辞辛苦，主要
来源于少部分市民并没有养
成良好的道德规范。

天桥的改建不应该仅仅
代表市区的美观程度，更重要
的是在于市民的道德素质提
高。换句话说，就算是走下了
这座天桥，我们面对城市的每
一个角落，都应该备加呵护。

@尴尬：正在殚精竭虑苦思冥想抓耳
挠腮中。

@楚楚的天空：可把我好一顿憋，昨
天终于成稿了。

@左右阳光：我们的年终总结要求不
超过800字，写超了，再从2000多字减到800

字。也很痛苦，都是自己的成绩，减了也不
舍得。

@晓风晨语：简约但不简单，成绩放
重点。

@爱情徒有虚名：年底了，最愁就是
写这个总结那个总结了。

@诚如神之所说：“年终总结”=“年终
纠结”。

@hc3379：我以为写总结不管务实或
不务实，成绩总是主要的，缺点和存在不
足是次要的。

@周妮拉：一听到“总结”，我脑子左
边的水和右边的面粉就开始搅和了。

@月亮 love：年终总结貌似真只是个
形式，自己辛辛苦苦写两小时，估计领导
也只看那么一两分钟。

@catherine：年终总结还是自已来写比
较好，这个是对工作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不是对付领导，其实是对我们自已的规
划，不是光写给别人看的。

来源：17路论坛 新浪微博@今日烟台

推动爱的轮椅

郝红梅(芝罘区)

1月7日B10版报道了莱州15岁
女孩李一平的新年心愿是想有一
辆轮椅，她要带瘫痪的妈妈出去透
透气。

这让我想起我的妈妈，那年她
患了重病躺在病床上，我们兄妹推
来轮椅，妈妈却拒不接受。原来她
老人家不但身患重症，心理也有障
碍，她不相信自己会得那么重的
病，医生来解释她不听。

病人情绪有时会有很大波动，
李一平要保持耐心啊！有时间一定
要多和妈妈交流，包括语言、肢体
语言的交流。除了生活上照顾，重
症病人更需要精神方面的关心，心
理上的抚慰。

推动爱的轮椅一路前行，一
平，你会走得更远，走得更坦然。好
妹妹，我们让爱连绵！

爱心融雪

肖永红(芝罘区)

都说世风日下，可招远小雯被
救下一事(1月6日C03版报道)，让人
觉得春意融融。孩子是一个家族的
宝贝，她的生死荣辱，牵扯着一家
族人的心。被平安接住的孩子，他
们一家对邻居应永存感激。人之
初，性本善，在爱的力量感召下，只
要有能力，大家其实都愿意做好
人，谁也不愿意每天面对的是一张
张冷冰冰的脸。

尘封的心灵之门，会在善良和
爱心面前自动打开。今年的冬天不
冷，很少有寒流和暴风雪，有那么
几天，还有些小阳春的意思。也许，
是因为港城的热心肠越来越多，爱
意浓浓，使得那要降下来的冰雪在
半空就融化了吧？

工资缩水，良心也缩水了？

赵传勇(福山区)

每年年底总是“有人欢
喜有人忧”，付出努力得到
回报的心满意足，心里更是
憋着一股劲，准备马年大干
一场；而付出汗水却没有得
到相应回报的却是大失所
望，心灰意冷。读罢 7日B 0 9

版《年终工资缩水，还迟迟
不发》后深有感触：工资缩
水了，是不是意味着良心也
缩水了呢？这样的事件屡见
不鲜，受伤最深的还是农民

工，他们不仅穿着朴实，做人
做事更是朴实，所以为他们鸣
不平的同时也要为他们说上
几句。

为何恶意拖欠行为屡禁
不止？讨薪闹剧甚至悲剧屡屡
上演？各级职能部门重点督察
的事项为何屡禁屡演？他们从
事最底层的职业却连最基本
的保障都得不到，令人心寒；
干最脏最累的工作没有一点
怨言，令人佩服；本是最可爱
的人却成了社会上最可怜的
讨薪人，令人心酸。刺痛他们

心灵的同时也刺痛着社会的
神经。

只靠人们的同情心、媒
体舆论的监督远远不够，随
着近年来国家有严令，各部
严查，各级严办，使得恶意
拖欠行为越来越少，社会风
貌有了很大改观，但还有那
么一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的人导演着讨薪剧。他们圆
了我们的安居梦，但谁又圆
他们的“讨薪梦”呢？其实很
简单，“马上行动”、“马上还
钱”、“马上圆梦”！

漫漫画画：：武武春春虎虎

我有话说

年终总结你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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