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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节节抢抢红红包包，，戳戳屏屏后后有有隐隐忧忧

求职招聘高峰为啥遇上招工难

曲博涵

随着年味渐远，抢红包的
激情淡了，人们对抢红包的担
忧开始浮出水面，对抢红包这
一商业行为带来的负面作用，
应该有必要的警惕。

首先是亲情之忧。手机、网
络的普及，为抢红包提供了必
要前提，商家适时推出此“游
戏”充分利用了这一条件，同
时，全国人民放年假，休闲时刻
相对集中，这一活动使“有钱有
闲”的人们过足了激动、兴奋之
瘾，似乎让众人哀叹淡去的年
味有了些新的滋味。然而，调查
显示参与抢红包的以“90后”为

主，老人们很少参与其中。撂下
老人、手捧手机、目不转睛，几
乎成了所有参与抢红包的家庭
的必然场景。老人们期盼已久
的亲情、陪伴被区区几块钱甚
至是几分钱的红包抢走了，年
味里最温馨的味道被冲淡，这
不得不说是“抢红包”带来的亲
情之伤。

其次是被骗之忧。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抢红包瞬间吸引
众多网民，成为众人参与的网
络游戏之时，不法之徒便盯上
了其中的“掘金”机会。在大家
奋不顾身、毫不犹豫拼抢之
时，所有的防范、戒备心理均
已被激动、兴奋冲垮，而那些

故意制造的漏洞与陷阱早已
悄然密布，不知不觉中给人们
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开
心、快乐的春节由此变得沮丧
与懊恼，温馨的节日气氛被愤
怒与无奈所取代。

再次是腐败之忧。红包的
派发方式简单，谁都可以成为
主角，谁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派
发给谁、派发的金额都是一种
个人行为，这种操作的低门槛、
随意性就不免给“抢红包”蒙上
了一层神秘色彩，为一些人提
供了“暗送秋波”的机会，而网
络红包的监管存在较大难度，
更容易使“红包”成为不当之
用，成为滋生腐败的新途径。

赵传勇

众所周知，春节后是求职招聘
高峰期，招聘会多，应聘单位多，求
职者多，今年也不例外，而且出现了
一个矛盾现状：招聘单位吃不饱，应
聘者找不到合适的岗位 (本报3月2

日C05版报道)。
开发区一家单位的用工缺口达

1 6 0 0人，令企业尴尬的是当天只收
到了一份简历，而且是在该公司承
诺直招面试的应聘者可获家家悦购
物卡一张的前提下。这只是众多招
聘不理想单位的一个缩影，招聘高
峰期却出现了应聘低峰期。

人才市场虽然人头攒动，待聘
岗位众多，但双方能共同达成一致
的却不多，这是为啥？

首先我觉得是求职者大部分
都是离职者，有过工作经历，各方
面考虑得比较多，也比较慎重，对
新的工作单位工作岗位也是有一
定的想法，看到众多的招聘单位更
是要反复比较，甚至要征求家人的
意见，所以许多求职者也是在犹豫
期间。

年后的招聘会还有很多，相信
不少人还在观望阶段，企业招贤纳
士，但也有了新要求，许多制造业的
要求：“宁缺毋滥”，对求职者的条件

提升了不少，招聘门槛提高，把不少
求职者拒之门外。

再是，正月十五之前都属春节，
许多年前的离职者都还沉浸在节日
的喜庆氛围和家人的团圆氛围之
中，等到元宵节后再考虑新的工作
岗位，我认为正月十五过后的求职
者应该也不少，那时候也是用工单
位的招聘好时期。

新年过后要有新的开始，希望
求职者都要给自己定好位，给自己
的人生定好方向。招聘单位更要真
正做到以人为本，否则只能是“铁打
的营盘流水的兵”，单位的用工荒还
会上演。

穹穹顶顶之之下下的的烟烟台台

我来抛砖

@daxiafly：朋友圈被柴静的《穹顶之下》刷爆
了，我们不仅关心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天空下，我
们也关心自己的下一代生活在什么样的天空下！自
己能做好的一定要做好，节能减排真的不只是说说
而已。

@清心：烟台天气跟以前比也
差了很多，从自身做起吧，以后看
到一个污染源就拍下来打电话举
报。

@luguo1：晚上拉煤的大货车，
一宿到亮地跑，并且道边的那些小
型卖煤的散户，基本上都是收大货
司机偷的煤。

@srqq：空气质量再不治理，肺
癌就在身边，单位一同事死于肺
癌，从发现治疗去世就一年时间。

@yt的简单：同三高速从幸福
南路出口到同三出口那一段周边，
几乎天天早上都有烧垃圾的味道，
中段桥南还有烟囱冒烟，空气质量
差中之差。

@smartdrv：烟台的空气质量
这两年确实很差，如果经常关注空
气质量信息的感觉会更明显。空气
清新已经不属于我们了。

@L坛博：治理雾霾和空气污
染，每个人在工作中和生活中都可
以贡献一些力量；国外的经验告诉
我们，空气污染是可以治理的，但
确实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
题。

来源:烟台论坛

漫画：

史晓杰

卢嘉善

今年春节突然风行“抢红包”，
一时间手持智能手机的群体，狂热
得像中了魔咒一样。无论荧屏节目
多么精彩，无论室外气氛多么热
烈，无论餐桌上多么丰盛，两眼只
管配合着双手，在拼命淘着网上的
喜讯。然而，最终结果常常是，被一
声叹息扰乱了作息时间。

据报道有人花了2000多元费
用，只抢了一个一元红包。甚至也
有人抱怨，抢了半天不过是代金
券。想想，这活动打乱了人们正常
的生活秩序，还灌输了不劳而获的
金钱观念，实在可气！也许这是有
人以调节现代生活为借口，利用高
科技开了一个天大玩笑，或者就是
某些商家推销产品的一种无本广
告，不值得谴责吗？

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
饼”，“一切财富都需要拼搏才能创
造”，虽然是老生常谈，但绝对真
理。发家致富是每个凡人的向往追
求，可生财要有道，取之要有理！当
然，在我身边也不乏健康心态的
人，他们对于这“红包”坦然一笑，
不发烧、不追捧，做着自己该做的
事情，在自由自在的氛围里过了个
祥和的节日。

我不想批判某些商家涉嫌欺
诈，我只感到，人的一生还是淡定
一点好，除了临危不惧的淡定，关
键还有在利禄面前要淡定。

浙江赴日游客发现部分热销
马桶盖产地为杭州。不奇怪，都知
道苹果手机是郑州生产的，但照
样从国外带回来。顺便说一下我
的实用经验，我在北京买的杭州
产松下马桶盖，一开始老用温水，
水垢堵住喷头只好让厂家换喷
头，后来用常温水就没事了。真没
必要买功能多高级的，国内买保
修方便。

——— 范剑平(经济师)

全国两会即将启幕，“收入分
配”是民众对两会的最大期待。而
民众对于公平的诉求，不仅体现
在“钱袋子”上，还体现在对于公
权力的关注上。“反腐倡廉”均居
于榜单前三位。医疗、养老、教育、
就业、食药品安全等民生问题的
改善也成为普遍诉求。“环境保
护”位列最受关注十大话题。反腐
推动公平。

——— 叶青(人大代表)

王维娴

红包本来在春节是长辈送
给小辈的心意和祝愿，或者单位
领导给优秀员工发的以资鼓励，
金额不拘随意而为。红包寓含着

“好意头”，不在于多少。看网上
说的抢红包热议很多，终归红包
的初衷还是一样的。

手机自从有了上网功能，
便衍生了“低头族”，羊年抢红
包更是低头族不可或缺的主
题。沉迷于“吃饭要坐在离路由
器最近的地方，手机屏幕不能

锁，微信也不能退出，震一下都
要看”，完全背离了红包的本
真，直指了人心那点小贪望。

一个事物的诞生必然有
附属，抢红包借助网络的平台
活跃年节的气氛，既会给商家
带来机会，也会有渐欲迷眼的
骗术，抢红包一下子改了年味
有了争议，如果它能顺理不腐
就会为大众所接受和传承；如
果改重了年的口味，势必会在
生活里成为一股逆流而干涸。

同事们在微信抢红包欢
实，我觉得看会儿书有乐趣，

春节终于有时间可以张弛有
度、恣意而为、何乐而不为？和
家人亲人的聚齐也就在春节
吧，聊聊天、喝点小酒、打打小
牌、闹个春晚良宵，体会到家
庭温馨爱意，这才是年！社会
再怎么进步，亲情感情才是最
重要的，红包当属身外之物。

果真抢次红包中奖似的开
心一下浅尝辄止，请认清它只是
春节里的小点缀，不要本末倒
置，年节里真正的快乐是和家人
欢聚一堂，千里迢迢的奔赴不就
是这个意义么！

话话题题

“抢红包”注定成为
2015跨年热词。有人说它
是腾讯、阿里的一场争夺
地盘的暗战，有人说它是
一次全民狂欢的互联网游
戏，有人为了抢到一个红
包累得手抽筋，也有人在
热闹之后埋怨自己不理
智。不管怎样，抢发红包在
这个春节，出尽了风头。

近日话题版刊
发《为不放鞭炮的实
际行动点赞》，对于
春节放鞭炮，你是支
持适度地放还是支
持全面禁止呢？欢迎
大家踊跃参与，表达
自己的观点。

还是淡定一点好

名嘴说事

别让“抢红包”反客为主

娱乐之中的隐忧不得不防

下期话题

手脚麻木
有 一 奇 方

中医杨其贤，祖籍安徽，家
传八代中医，祖上早有严训：只
看疑难杂症，非手脚麻木者不
治。如此世代研究积累，以忠于
患者为本，摸索到一个千金不
换的验方。无论病史长短，病情
多重，只要是手麻，脚麻、头麻、
面麻，脖子麻或者是糖尿病引
起的肢体麻木，只需一天一口
药酒，不打针、不吃药，均可当
天止麻止痛，连喝月余保准不
再范毛病，一治一个准。

很多人都觉得这药方很神
奇，那现在就跟大家交个底，手
脚麻木看似小毛病，其实这都
是心脏病、高血压、中风、偏瘫
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大病先兆，
千万大意不得。而这家传的专
治手脚麻木的良方，以红花、人

参、蛭龙、牛膝等名贵中药，附
以优质白酒九九八十一天酿
造。是目前唯一可以快速穿透
神经元和血脑屏障、打通痹栓
解除手脚麻木的产品。此药酒
选料严格，工艺精湛，具有扶正
培元，改善血液循环，滋养神经
组织，疏经通络之功效，从而解
除患者的痛苦。施治至今还没
有说不管用的。由于效果独特，
此方已申报国家专利，并命名
为“麻木通关酒”，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推广。有手脚麻木的朋
友不妨一试，祝大家早日康复。

赶快拨打免费电话订购：

400-888-2257
为方便患者购买，厂家省

内免费送货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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