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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白领蓝领，能得到认可就是本领

话话题题

一大早，装修工老胡走
出家门，叫醒他的不是闹
钟，而是一天500元的收入。
记者调查发现，像老胡这样
干着体力活、收入高的不在
少数，如快递员、技工、建筑
工，很多能月入5000元。而
一些在写字楼工作的白领，
却拿着两三千元的月薪。

“白领的收入拼不过蓝领
了。”硕士毕业的王静感慨
说。白领挣不过蓝领，根本
不值得大惊小怪。

白领蓝领收入孰多孰少之我见下期话题

今日

在全国范围内，有不少自发监督
公车私用的人，郑州有几位志愿者，
名气没有区伯大，但我更喜欢他们。
他们没有那么高调，更专业也更准
确。他们的努力，最终导致河南省取
消了某一行业特有的车牌。监督公车
私用应该支持，但好的方法会让这一
工作更有成效，也更持久。

——— 王志安(媒体人)

这些年来，大学尤其是重点大
学行政化趋向明显，这跟教育经费
向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倾斜大有
关系。没有钱的时候，教育行政部
门的指挥棒不怎么灵。他们的官
员，甚至级别比较高的官员到重点
大学来，不会被隆重接待，但是，有
了钱，而且这些钱是通过项目的方
式下发时，那里的一个小处长，都
会由校长亲自接待。

——— 张鸣(学者)

名嘴说事

扈刚

凭啥给白领送快递的赚的
比白领多？地球人都知道人家
赚的是遭罪钱，比收入聊当谈
资尚可，真让白领放下架子送
快递，那玩笑开大了。现在流行
说法叫羡慕嫉妒恨，我看羡慕
随便你，嫉妒恨就免了。

我算资深打工仔，接触装
卸工装饰工修理工之类老鼻
子了。要说收入好点的无非两
种：出大力的、耍手艺的。但无
论靠硬碰硬拼体力还是凭技
术挣俏钱，归结一句话，往往
是好汉子不稀干赖汉子干不

了。卓别林演绎拧螺丝“机器
人”，观众笑声不断，只有在流
水线上摸爬滚打过的人才知
那份辛酸。

我表弟大成在林区专门修
建山中几十米高的防火瞭望
塔，他登高不犯晕，似有特异功
能。他确实赚钱不少，可寻常人
站山下只有望塔兴叹的份儿。
有个熟人在公路工程公司干，
铺沥青路面，据说收入也行。每
次见他下班一身疲惫，我想象
得到现场的浓烈味道和灼灼温
度。我二姐夫干绿化，移栽景观
树 计 件 工 资 ，他 专 拣 大 树
挖——— 挖大树钱多，结果挖太

猛竟病倒了。这可真是摘果子
时候“发现”果农了，没想想人
家那钱也赚得不易。

理解人家的辛苦，放弃敌
视，心理平衡一下吧，这也是必
不可少的和谐。做个拆分，给
赚辛苦钱的奔跑者留个空间。
我儿子玩世不恭，嫌这嫌那，
连实习都嫌公司占了他便宜。
我告诉他不合理的社会正在
改变，以病态眼光看世界，满
眼千疮百孔。还是那句话：瞧
人钱包鼓，羡慕佩服随便你，
嫉妒恨以至不屑就免了吧。和
谐社会，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如此甚好。

王琴

蓝领赚的比白领多的现
象确实存在，笔者从事个体诊
所工作，月薪在3000元左右，自
认为可以算作白领。经常会有
蓝领工人到我的店诊治疾病，
通过了解，他们的收入确实在
我之上。

蓝领赚的确实多，这是应
该的。首先，从工作的强度上
讲，快递员、技工和建筑工每
天流出的汗都能湿透衣服，他
们往往回家倒头就睡，时常加
班加点，累得筋疲力尽。其次，

往往伴随着这种辛苦还有不
知道的潜在危险。来我的诊所
包扎的蓝领很多都让人于心
不忍。那种血肉模糊的感觉真
心 让 人 感 到 赚 钱 的 艰 辛 。再
次，在蓝领中，很多人也是有
真才实学的，身背绝技的更是
大有人在。烟台市每年举办的
职业技能大赛可以窥见一斑。
有的工人可以用叉车开酒瓶，
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成的。

白领赚的少，那只是相对
而言。很多白领短时间内维持
高大上的生活应该是没问题
的。但是经常出入于中高档饭

店吃饭，出入高档商场购物，习
惯了就感觉无所谓或者理所应
当。而这样的场所所提供的服务
往往浪费在服务环境上，浪费在
品牌上。生活难以为继只能透支
信用卡，拆了东墙补西墙，到头
来还是要还。从市场供需的角度
来讲，目前，蓝领工人还是有较
大缺口，而所谓的白领数量富
裕。白领们如果想继续追求生活
的多样化及高质量，那就要加强
充电，还要树立终生学习的意
识，让自己的努力转化为生产
力，这样才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社
会价值。

羡慕随便，嫉妒恨就免了
王维娴

随着生活的快节奏发展，白领已
不单单是优雅的“小资”，更容易让人
冒出的想法是“加班到深夜”“身体透
支”，故此不要指望什么都不做白拿
钱的活就叫白领，白领成了仅仅艳羡
的头衔；而蓝领一改往日的低薪操作
工种，镀金成技术人员，也具备了一
定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成了各类企
业竞争招聘的香饽饽。

职业无歧视，不是说做白领就
有高高在上的感觉，做蓝领就会受
到白眼，那只是还没更新过来的旧
观念，其实做什么都是背后冷暖自
知，白领有不易，蓝领亦辛苦，隔行
如隔山，不要看着薪酬的差别，来定
义职场范围的眼界，各自的岗位各
自有胜任的能力和付出。

不管选择什么职业，自己都
需要具备真才实学，练就一番过
硬的本领，俗语说打铁还要自身
硬，只要自己的本事强，做什么都
会风生水起。所谓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只要是自己选对了方
向，踏实肯干用心钻研，辛苦与收
获总会成正比的。

其实大家不必都挤在白领这
条独木桥上，不如放开步伐踏上各
自的阳关路。职业幸福感不单是收
入，也是你的岗位需要你，而你又
能在这个岗位上体现最大的价值，
你还具备潜质不乏上升的空间，这
就算适合你的职业生涯。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业多元
化，白领也好蓝领也罢，都离不开
你的勤勉与务实，离不开我们踏
实胜任自己的角色。

职场变形记

清理旧家具，其实有妙招

毛旭松

前不久，看到一则旧家具
难处理的新闻报道，由于不知
如何处理旧家具，有的甚至偷
偷地扔在路边。我想这也是很
多住户面临的共同难题，比如
有的家庭买了套二手房，结果
旧家具没地处理，也有的家庭
买了新家具，淘汰的旧家具没
地放。

收入提高了，人们都想着
更好的生活。于是，很多市民
选择置办新的家具替换旧家

具，家里焕然一新，看着也舒
服。老百姓过日子追求高品质
生活无可厚非，但旧家具如何
处理却难倒了不少人。淘汰的
旧家具说是垃圾吧，垃圾箱里
也放不下，说是废品吧，收购
站里也不回收。

旧 家 具 放 在 家 里 占 地
方，扔在路边又破坏环境，那
旧家具到底该如何处置呢？
其实有很多好的办法能够恰
当解决这个难题。下面给大
家列举三种方法：其一是“守
株待兔”，比如现在网上兴起

了很多二手货交易平台，给
自己淘汰下来的旧家具拍些
照片挂到网上，只要价格实
惠，相信总会遇到有缘的买
主，这不仅变废为宝，而且还
能够小赚一笔，何乐不为呢？
其二是“主动出击”，虽然说
废品收购站不回收这类旧家
具，但凡事在于找寻，通过网
络或者报纸，总会找到收购
旧家具的商贩，打电话询问
对方价格，如果有意也可以
成交。其三是“以旧换新”，这
是很多商家经常搞的促销活

动，比如手机以旧换新，家电
以旧换新等等，很多家居市
场也在搞以旧换新活动。在
为家里选择新家具时，旧家
具能够抵消一部分费用，既
清理了旧家具，也能在购买
新家具时得到实惠，可以说
是一举两得。

所以说，方法总比困难
多，遇到旧家具处理这样的难
题，可别先急着扔到马路上
去。只要动动脑筋，问题便会
迎刃而解，生活中的很多事何
尝不是如此，您说呢？

“快看这怎么排这么
长的队？不会是超市搞促
销吧？”当然不是在促销，
而是学生们排队找工作。
29日，2015年山东省师范
类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在鲁
东大学举行，由于应聘者
太多，会场实行错峰入场，
招聘会场外找工作的毕业
生排起了百米长龙，有学
生手捧简历感叹：半个小
时连招聘会的门都没进
去！毕业生就业压力大，您
有什么观点和高见？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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