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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岗位“不合拍”的根源在哪里

话话题题

年后在烟台举办的
多 场 招 聘 会 上 ，招 聘 现
场称得上“供需两旺”。
可还是有不少人觉得今
年工作难找，职工难招。
造成这种怪现象的原因
是 什 么 ，来 稿 作 者 各 抒
己 见 ，把 脉 造 成 这 种 错
节的原因。

交警部门在烟
台一中门口画上了
网状禁停区，在网
状禁停区内，禁止
任何原因停车，违
反规定者将面临罚
款100元的处罚。烟
台一中门前治堵可
以说运用了各种方
法，如修建停车场、
只允许私家车占两
条车道等等。您对

“治堵”有何建议，
期待您的来稿。

从心态上说说企业和劳动者的就业问题

呼唤有眼光的企业激发年轻人创造力

下期话题

今日

镇馆之宝这个词很多博物馆
在用，我不太认同，比如到了巴黎
卢浮宫，大家都去看“三个美女”。
到了台北故宫，大陆观众都是直奔

“白菜肉火锅”。故宫博物院不特意
推出镇馆之宝，我们挑选了15万件
文物精品，这是我们镇馆之宝的一
部分。

———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院长)

要让农村教师成为一个让人
羡慕的职业，大学毕业生真的抢着
去，那就好了。国家应该下决心，大
幅度提高他们的待遇。然后在这个
基础上，我们才能淘汰那些不合格
的老师，切实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 葛剑雄(政协常委)

名嘴说事

嬉笑怒骂

回乡工作背后的逃离与坚守

火火车车站站流流动动摊摊位位需需要要管管理理

我来抛砖

@烟曦：火车站广场前的这些流动摊位，多年来无
法清理掉。既然不能彻底清除，那是不是在围栏里给他
们划出一块地，让这些摊位在不影响市容的情况下经
营呢？

漫画：

武春虎

我有话说

赵传勇

前两天一个朋友因为工作态
度不端正被单位劝退了，这几天一
直在人才市场转悠，几圈下来一番
比较后发现还是原来的单位好，所
以对当初不珍惜自己工作岗位的
行为后悔万分。我想招聘会上的部
分求职者肯定也有我朋友的类似
遭遇，所以直到现在还在努力寻求
新工作。

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踏
上了工作岗位就要有足够的责任
心，千万不能抱着“当一天和尚撞
一天钟”的心态，这也就是常说的爱
岗敬业。但现实中却有不少人静不
下心来，好高骛远，导致对工作三心
二意，同时干工作也缺乏恒心毅力，
没有做好从底层做起的准备，稍有
点不如意就心灰意冷，吃着碗里的
盯着锅里的。听说哪个单位不错就
想去试试，频频跳槽，跳槽后就后
悔了，才发现还是原来的好。

“人往高处走”没有错，但好工
作并不一定人人担当得起，适合自
己的才是最好的，做自己感兴趣的
才会更有动力，再就是只要还站在
工作岗位上，就要尽职尽责地站好
最后一班岗，这是职业道德也是职
业素质。

用人单位也都希望招到踏实
肯干的劳动者，甚至有用人单位对
跳槽频繁的应聘者一律红灯。所以
希望所有身在职场的朋友，不妨谨
记一句话：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
努力找工作。

新闻：我国现有吸烟人数超3

亿，占世界吸烟总人数的近30%，
约7 . 4亿非吸烟者遭二手烟危害。
全国政协委员杨金生建议，尽快
出台《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明确什么是公共场所等，并对控
烟不利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央
视)

点评：急需管控，至少不能被
动吸烟。

新闻：董明珠曾建议，将个人
所得税免征额度提高到5000元。
她说，目前3500元的个税起征点
还是上一届政府提升的。这几年
下来，物价发生了很大变化。衣食
住行的消费，必须有钱才能行得
通。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让工薪
阶层有更好的消费能力。(华商报)

点评：想交个税不容易。

毛旭松

一则《招远大学生乐于回
家找工作》的报道引发了我的
共鸣，25岁小伙子秦国钦离开
了烟台回到家乡招远工作。他
的选择也是很多毕业生找工作
的现实写照，在这一点上，我作
为“80后”深有体会。当初我来
烟台工作时，有不少中小学同
学在烟台工作。五年之后再来
看，绝大多数人都离开了烟台
回到了老家，留在烟台的寥寥
无几。

应该说“乐于”二字并不能
代表所有回乡找工作毕业生的
心情，因为很多人回乡工作是
基于现实的无奈，不是主动选
择而是被动选择。在大中城市
读完大学之后，大多数毕业生
的第一选择是留在那里工作，
幻想着将来能够在大城市成家
立业。毕业工作后，收入相对可
以，抛去房租、通讯费等支出，
拿到的工资可以生活得不错，
甚至可以很小资。

但是，打拼几年之后很快
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花前

月下的爱情毕竟还要考虑到种
种现实的因素。按照习俗来说，
结婚就要买房，单靠自己的工
资，别说全款就是首付也很难
交齐。如果家庭条件没有那么
好，且发现工作前景并不明朗，
回到家乡工作是最实际的选
择。毕竟小城市的房价相对较
低，离父母也近方便相互照顾。

对于小城市的发展来说，
高学历毕业生的回流意味着当
地优质劳动力的增加，对提升
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当然，对于
回乡工作的毕业生来说，有了

那份安稳不意味着一劳永逸，
小城市的生活和工作圈子都比
较小，除去个人的努力也多了
些人脉关系，这是需要特别注
意的一点。

“逃离北上广”是前些年热
议的话题，转眼之间，这份逃离
与坚守也扩散到了中小城市。
其实，不论是喜欢在大城市拼
搏，还是乐意在小城镇安逸生
活，这都是个人对现实所作出
的选择。不是什么坏事，它只是
人才在大中小城市间流动的正
常写照而已。

@崔崔：火车站附近确
实需要合理规划，既整齐划
一又可口好吃可以作为城
市特色。

@客观看世界：这样的
景观也就在一些小县城、大
农村能看到，直接将摊车摆
在城市干路上、红绿灯监控
下，交警不管、城管不管、火
车站不管、地方也不管，真
自由！

@巫格格：干啥都不容
易啊，小摊贩应该有个专门
的地方，既美观方便又安全
不乱。

@网友：火车站南来北
往人多，这些摊位的出现可
能真方便了一些人群，相关
部门真应当出台一个好方
案好好引导一下。

来源：17路论坛

扈刚

作为家长，看到招聘会上
供需双方不合拍，心里不是个
滋味。及至儿子找到一份工作，
也瞧不出他高兴与否。问他“喜
欢这活儿吗”？回答是“啥喜欢
不喜欢，先干着”。我无语。现在
的年轻人和我这一代还真不一
样，我说：“你们公司获国家科
技奖了。”儿子钉在手机上，应
一声“嗯”，无疑对荣誉感不感
冒。老婆逗他儿：“哎，你们董事
长在新闻联播上露脸了。”反应
还是“嗯”。老婆转向我：“不说

男人是政治动物吗？”我望天：
“还是说就业吧！”

招聘会上劳资双方互不相
让，结果只能是大家都大失所
望。我想，有改写大学生就业意
愿和行动的单位，才叫有魄力、
有远见。我是家长我知道自己
孩子不争气，但是，青年有可塑
性，他们是可以改变的。有眼光
的企业家和领导经过努力完全
能够一步步重绘青年就业路线
图。不止抓住其中的精英，而且
要推动青年整体素质提升。工
资给多少是多？劳资双方各算
各账，错位会越来越厉害。不要

只把眼睛盯在一些年轻人看重
经济利益上，而是要更努力激
发他们的创造力，使之释放出
最大能量。拥有活力四射的职
工队伍，干啥事业能不成功啊！
为人力资源多投资必将多受
益，这在许多成功企业都有验
证，说来也是最划算。

话说到这份上，也想给和我
一样的家长提个醒：在子女就业
取向问题上要发挥积极作用。起
码不能看着孩子单为钱不惜抛
弃优势错失良机，不能怕孩子烦
心就不说，该出手时还得出手，
否则到时后悔找谁去？

王琴

许多劳动者抱怨就业难，
很多企业招不到合适员工，这
是为什么呢？

从根本上说就是心态问
题。

劳动者在乎的无外乎工
资，如今多了工作环境、休假、五
险一金等等。在招聘现场用工
单位贴出的招聘简章，各项待
遇列得都很细致，甚至一些招
聘宣传展板还提到了过节费、
工龄补贴和特别福利。但是很
多劳动者这山望着那山高，比
来比去，生怕丢了什么东西。东
一扫帚西一锤头，表面上是挣
钱了，实际上从自己的长远发

展和企业的长足进步角度来
讲，这必然不利于企业稳定，不
利于效率的提高，不利于双方
的共赢。

企业在乎的是能不能获
得利润。提供了优厚的待遇，
劳动者能不能创造出应有的
价值？有的劳动者没有知识文
化，很多企业反反复复对应聘
的劳动者说，没有工作经验没
关系，可以组织培训，还有师
傅带。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心
甘情愿作为低端的劳动力。有
的劳动者自认为受教育程度
比较高却又找不到工作，这么
一种不匹配的现象是因为，很
多大学毕业生应该成为白领、
应该成为高端制造业的产业

工人，应该成为高级人才，但
是相应的行业本身发展是比
较初级的。

作为劳动者，更应该放平
心态，在保证能够正常生活的
前提下，认准一个产业，坚定信
心、迎难而上，努力工作，加强
学习，这样才能让自己在经济
规律的作用下屹立不倒。

作为企业，企业文化的建
设至关重要。要用经济笼络人，
更要用软文化的力量留住人。
企业文化的建立有利于增强企
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企
业的活力，促进企业发展，推动
企业经济效益上新台阶。从这
个方面来讲，企业也自然是山
高水长。

今天工作不努力

明天努力找工作


	J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