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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清

如今， 随着各种信息渠道的发展，
不少人已不再将精力专注于某一个领
域 ， 而是让自己的关注点浅浅地散布
在一个很大的范围 ， 如煎饼一样薄而
大。 这样的人被称为 “煎饼人”。 一项
全国性的调查显示， 88.6%的受访者坦
言自己身边多是一知半解的 “煎饼
人”。 （5月15日 《中国青年报》）

“煎饼人”犹如蜻蜓点水，最拿手的
就是浅尝辄止 。粗浅的理解 ，肤浅的关
心，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进行片段化解
读和平面化阅读 ，只求数量 ，只讲覆盖
面，只知道皮毛，只晓得轮廓，至于结果

如何 ，真相怎样 ，通常都无关紧要 。“煎
饼人 ”作为快餐文化的一个缩影 ，隐然
存在于我们的肌理之中。

对于快餐 ， 人们的感受可谓暧昧
难清 。 它虽然缺乏营养 ， 却能填饱肚
皮 ； 虽然缺乏内涵 ， 但能直达目标 。
快餐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 成
为一种文化隐喻 。 于是乎 ， 在日常生
活中 ， 看名著喜欢精简版 ， 学东西青
睐速成班， “求职宝典” 一部接一部，
“考试秘笈” 一本接一本。

乐观者看来，快餐文化是一种文化
进化。现代社会讲究效率，追求精准，对
技术的依赖和对科技的推崇，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人们的异化，人们在不知不觉

中进入 “理性的樊笼”———激烈的社会
竞争 ， 沉重的生活压力 ， 让人们不堪
重负 ， 而快餐文化 ， 成为人们释放压
力、 慰藉情感的工具。

而忧心者则认为 ， 快餐文化的实
质就是文化含量稀薄 ， 恶意炒作 ， 简
单复制 ， 膨化发泡 。 当粗制滥造的文
化产品成为人们精神食粮主流的时候，
当形形色色的文化赝品将文化空间挤
压得水泄不通的时候， “繁华的荒芜”
便成了当代人的精神病根 。 虚假繁荣
的 “面子 ” 背后 ， 隐藏着精神苍白 、
创新匮乏的 “里子”。

观点对立的双方 ， 总是从功能主
义的不同侧面来解读快餐文化 。 一方

面 ， 快餐文化在资讯获取 、 休闲娱乐
方面满足了人们的需求 ， 具有一定显
性的正功能 ； 另一方面 ， 快餐文化侵
蚀了人们的价值观 ， 加剧了社会心态
的功利化和社会结构的碎片化 ， 具有
难以估量的隐性的负功能。

在快餐文化的裹挟下， “煎饼人”
大行其道 ， 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舞
台上 。 空有其表的文化产品侵占了人
们的精神领地 ， 漫不经心的生活方式
损伤了人们的文化家园 ， 层出不穷的
文化泡沫带来了精神沙尘暴。

当务之急 ， 就是加强文化引领 ，
发挥快餐文化的正功能 ， 抑制其负功
能。

转变作风念好“下”字经
●实践者说

邓真兴

临武县供销社以打造实力供销、 服务临武 “三农” 为航标，
以 “保稳定、 抓运转、 促发展、 树形象” 为工作思路， 转变工
作作风， 眼睛向 “下” 看， 腿脚向 “下” 转， 资金向 “下” 投，
念好 “下 ” 字经 ， 供销合作事业走向了健康快速发展之路 。
2011年， 供销社系统商品销售总额完成13600万元 ， 同比增长
54%， 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4个， 在郴州市供销系统综合业绩考
核排名第一。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 我们始终把系统稳定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来抓， 眼睛向 “下” 看， 认真处理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
问题。 按照思想认识到位、 调查研究到位、 责任落实到位、 制
度制定到位、 解决问题到位的 “五到位” 原则， 及时化解了一
大批遗留信访问题。 针对企业退休人员、 下岗职工反映的医保、
社保等信访突出问题， 供销社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深入相关乡镇
现场办公， 通过政策宣传和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 逐一处理，
及时化解了矛盾。

围绕 “创一流工作环境、 创一流精神面貌、 创一流工作业
绩” 和 “争优秀领导班子， 争绩效评先进” 的 “三创两争” 工
作目标， 腿脚向 “下” 转， 我们开展了党员领导干部定期下基
层联农户结对子的一对一帮扶活动。 腿脚向 “下” 转， “转”
出了真挚情感， “转” 出了实际内容， “转” 出了双向互动。
通过一系列活动， 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加强了机关硬件和作
风建设， 增强了机关凝聚力， 提高了工作效率， 加强了与涉农
部门等相关单位的联系， 融洽了供销外部环境， 树立了良好的
供销社形象。

企业要增效， 改革创新是关键。 我们对资产资源进行盘活，
资金向 “下” 投， 实现了有限资产的效益最大化。 规范处理了
太平洋服饰超市承租合同、 家惠多超市门面、 百姓大药房门面
租赁这3大群众关注的难题， 年内增收1068万元； 着手对改革改
制后剩余的几处资产进行盘活， 有望增收1000万元以上。 投资
5000万元， 惠及临武30多万农民的农资专业大市场正在抓紧筹
建中； 进一步规范了农村专业合作组织， 形成了由供销社组织、
协调、 指导， 乡镇村承办的工作格局， 取得了良好经济和社会
效益； 通过开展新农村网点建设， 逐渐形成了我县农产品、 日
用消费品、 农资、 烟花爆竹、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5大现代流通
服务网络。

（作者系临武县供销合作联社主任）

●现场目击

通讯员 王建军

时间： 5月15日9时
地点： 临武县供销社农资专业市场建设项目现场
在项目建设现场， 笔者了解到， 临武县供销社农资专业市

场建设项目占地23.8亩， 预计投资5000万元， 已于今年4月底完
成相关手续。 该农资专业市场建成完工后， 集仓库、 门面、 农
资配送于一体， 经环城路与各乡镇快捷便利相通， 是临武县农
资供应服务最完善的集散之地， 惠及农民30余万。

时间： 5月15日15时
地点： 临武县民发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据临武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临武县民发再生资源回收

有限公司是临武县供销社 “新网工程” 建设的新举措。 该公司
以发展 “循环经济” 为己任， 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加盟方式逐
步扩大和延伸城乡回收网络， 目前已拥有4个加盟网点。 为进一
步规范全县废旧物资回收， 节约资源、 解决就业和保护环境作
出了积极贡献。

汪代华

捷普电子 （广州） 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司徒伟中日前在接受 《人民日
报》 专访时说： “生产力不是逼出来
的， 只能从员工心中生发出来。 他们
开心 ， 生产力就会提高 。 ” 他坦言 ，
“幸福感也是生产力 ， 是企业拥有的
一种难能可贵的软实力。”

细细品味 ， 此话耐人寻味 。 被
称为 “现代广告之父 ” 的大卫·奥格
威有句名言 ： “员工快乐工作是企
业的力量源泉 。” 换句话说 ， 员工心
情的好坏 ， 是企业兴衰成败的晴雨
表 ， 员工乐则企业兴 ， 员工愁则企
业衰。

员工不是机器和工具， 他们有着
不同层次的情感诉求， 尤其是作为新
生代的员工， 大多从过去的 “努力挣
钱” 向 “快乐工作” 方向转变。 心理
学家认为， 人是生产活动过程中最重

要的资源， 好心情是员工行动力、 执
行力的重要来源。 员工不只是企业成
本， 更是企业的资源， 员工是财富而
不是包袱。 让员工快乐工作， 不断提
升员工的幸福指数， 对员工而言是最
大的 “精神福利”。

好心情就是生产力， 坏心情的负
效应不言而喻。 如今， 一些企业恰恰
忽视了这个关键问题， 总是错误地认
为， 员工与企业只不过是买卖关系 ，
你给我干活， 我付你钱， 两不
相欠 。 这种缺乏人性化的管
理 ， 让员工总有一种压抑感 ，
从而产生职场焦虑 、 职场倦
怠、 抑郁症等心理。 员工的积
极性降低， 其创造力便难以发
挥， 生产力低下。

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 ：
“乐观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发动
机 。” 自信才会投入 ， 快乐才
能创造 。 一个整天愁眉苦脸 、

愤愤不平的人， 怎会把百分之百的精
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把员工看作 “成本 ”， 就会总想
着去压缩 ； 把员工看作 “资本 ”， 就
会总想着去投入。 企业的竞争， 看似
是技术和产品的竞争， 实质上是人才
的竞争。 没有一个风雨同舟的员工队
伍， 又怎能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要
想自己幸福， 先让员工幸福， 这才是
现代企业的成功之路。

近日， 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刑，
如今已从技校毕业并就业的两名
少年 ， 在广州黄埔区法院聆听法
官宣读 《犯罪前科档案封存决定
书》。 对他们来说， 这个决定书意
味着回归社会后的正常人生 。 据
悉 ，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档案封存
制度 ， 是当前我国少年刑事审判
制度的探索 。 广州市的试点工作
从5月1日起正式施行。

———浪子回头金不换。
（上海 王涛）

全国和江苏省的公务员面试
结果日前出炉 ， 南京师范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08级行政管理班的6位
班委集体高分考上公务员 ， 被称
为 “最牛班委”。 据了解， 这几位
同学都是在大一下或大二上学期
时就明确了考公务员的目标。

———“上大学就是为了就业”，
有毒的励志 “鸡汤”。

（湖南 任凭）

深圳某中学为重点班教室安
装空调， 而普通班却只能吹风扇。
校方日前解释称 ， “学校这是分
层次的教学管理 ， 对学生进行因
材施教”。

———空调， 吹偏了教育公平。
（陕西 张志宏）

5月 14日 ， 云南巧家县召开
“5·10” 爆炸案通报会。 巧家县公
安局局长杨朝邦称 ， 以一个局长
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 ， 赵
登用就是此案的嫌疑人。

———一万个担保难抵一个证
据。

（湖南 谢勇昌）

哈尔滨市香坊区城管局环卫
工人张志娟从事环卫工作20年， 获
得无数荣誉。 今年2月份， 张志娟
在清扫大街时 ， 因过度疲劳突发
脑溢血， 虽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
但目前生活不能自理 ， 连治病的
钱也没有着落 。 香坊区城管局第
二清洁中心表示 ， 根据规定 ， 人
不死不能算工伤或视同工伤。

———发病与工作存在因果， 就
应比照工伤待遇处理。

（云南 李敏）

北京某大学金融专业大三学生
杨惠， 一路过关斩将拼抢宝贵的外
资金融机构实习岗位， 最后一环却
遭遇 “拼爹门槛”： 想成功当上 “实
习体验生”， 父母须先存入人民币50
万元成为银行VIP客户。 渣打银行广
州分行确认： 同等条件下 ， 优先录
取客户子女。 正在实习的学生 ， 不
少是通过VIP客户渠道取得机会。

一纸外资金融机构的实习证明，
能为大学生求职和出国读研 “加分”
不少， 一些人甚至因为缺少这纸证
明而惨遭 “一票否决”。 渣打银行的
“实习证明”， 含金量自不待言。

然而 ， 给求职者营造公平的竞
争机会， 既是对求职者的尊重 ， 也
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 设置 “50
万元定期存款” 这样与申请者实力
毫无关系的门槛， 造成竞争机会的
不均等 ， 则是赤裸裸的歧视行为 。
同时， 把实习岗位当作商品漫天要
价，借机拓展存款业务，也涉嫌不正
当竞争，甚至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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