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对于这条
招聘新闻坊间众说
纷纭。无论招聘方

是想引进人才增加公司团队的素
质，还是为新开业的服务行业摆一
个噱头，总之网民们不淡定了，有人
认为这是在侮辱学历和智商，端盘
子的服务员何劳 985 高材生？也有
人认为职业不分高低贵贱，985 高
材生又怎样，从底层服务员做起又
有什么不好？况且 20 万年薪也不
低了，人家诚心创建团队，企业呈蒸
蒸日上的态势，对于新进的 985 毕
业生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机会。

所有的争论其实都针对“学历”
这个学子们进入社会的敲门砖而展
开的。不得不承认，学习尖子们最
后的归宿就是 985、211，若说服务
员这个职业是谁都可以干的，但年
薪 20 万的服务员我认为也不是年
薪三五万可以替代的，他一定有企
业所期望达到的能力或能创造出
20 万年薪所产生的价值，不然，你
以为招聘方是神经病吧？

企业首先要靠人才，这从马化

腾、史玉柱、李彦宏等成功人士的发
家史中可以看出，人才是第一要
素。那么相对来说，985 的孩子们
相比较普通院校的孩子，本身就在
知识方面要优秀的多。这不是针对
哪个孩子说的，而是从知识的角度
来说的。当然，也有普通院校生通
过在社会上打拼逆袭成功人生的，
就像马云、韩寒那类，毕竟太少。

此次这家火锅店以 20 万年薪
招聘 985 院校生，往大了说，是对知
识对人才的一种尊重；说小一点，是
激励学生们，再不努力，你连服务员
也当不了了。作为一个大四孩子的
母亲，我一直对孩子宣扬“知识有用
论”，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
人”、什么“梅花香自苦寒来”等等激
励，可谓用心良苦。尽管孩子无缘
985，但我一直鼓励他不要放弃任何
学习的机会，什么都可能是别人的，
但你学到的知识谁也拿不走。

这个社会的发展谁也无法预
料，就连火锅店也开始招 985 毕业
生了。或许这就是一个信号的完
美释放：最好的时代已经全面来
临，所有人的锦鲤，都藏在你掌握
的知识中。

锦鲤，藏在知识里

也有人说

大 部 分 人 认
为，服务员的工作
没有技术含量，而

且大部分从业者的学历也确实很
低。但用这家火锅店招聘负责人的
话来说，只是想引进更多的人才加
入到火锅店来提高团队水平，普通
服务员的工资一般都在 2000 元到
4000 元之间，但是对于 985 的毕业
生给出的是20万的年薪。

笔者认为，既然企业有梦想，那
高薪招聘高学历人才也无可非议。
刚走出象牙塔的大学生，从最基础
的服务员做起，并不见得是一件坏
事。而想要做管理层，只能从了解
所有岗位和熟悉业务流程做起，服
务员，或许是最有效直接的方式。
像马云找工作的时候，去 KFC 应聘
服务员，24 个人面试，只有他被刷
下来；董明珠刚进格力的时候只是
一个推销员；海底捞的张勇也是从
刷盘子收桌子做起的啊！

一个服务员，听上去是没有
什么技术含量，但是要在普通服

务员里脱颖而出，必须拥有很高的
综合能力，比如态度、眼力、沟通和
动手能力等等。据了解，菲佣之所
以能够风靡全球成为“世界家政服
务品牌”，就是得益于该国普及的家
政教育和民众先进的就业观念。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个人和企
业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很多英雄
都起于草莽。

曾经有这样一个职场金句：“真
正优秀的人，就算是洗厕所也会比
别人洗得干净。”在目前这个高度包
容的社会，对工作方式早已不再有执
念，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发
光，是社会最大的人性化。比如刚刚
报道过的本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110
报警服务台，“心理疏导”专席一年多
挽救轻生者 17 人，其接警员周桔飞
就是心理学硕士。她说，“我们同学
中，不少人离开了所学专业，我能用
我的专业知识做这份有意义的工
作，能帮助别人，真的特别幸福。”

真金，在哪里都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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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更高品质的精神与物
质生活——“乐享年华”！扫一
扫，每天好礼相送哦！

网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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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邓辉林

钟爱西北

韩中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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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礼走遍天下
一脉匠心 百年传承
非遗特产 引领潮流

解决商务馈赠亲友送礼“送什么”“买
哪家”“在哪买”才是真难题——非遗特产
礼盒，常州非遗促进会推荐。

参与觅渡周话题的网友们注意啦！提
供话题、博文和点评的网友被选用的，可分
别获得价值 80 元、50 元、20 元的常州麻糕
店电子会员卡。

常州麻糕店“常州特产”会员卡可消费
的五大门店：

1. 怀 德 路 店 ：怀 德 中 路 135 号
86977877；2. 丽 景 店 ：关 河 西 路 80 号
83997877；3.新天地店：湖塘新天地不夜城2
号楼81237877；4.乐家食府店：湖塘茂业国
际商立方83217877。

小 启

扫码参与
博客周话题

扫码登录
龙城博客

◆人类一切的愤怒源于无
能。人类一切的焦虑源于无知。

◆认真的人改变自己，执
着的人改变命运。

◆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并没
有很大区别，真正区分开人的
是他的眼界以及努力程度。

◆天地之大，比你所能梦
想到的更多。

◆忧愁不会解决明天的问
题，只会耗尽今天的力气。

◆没有边界的心软，只会
让对方得寸进尺；毫无原则的
仁慈，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

◆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
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而应
该反过来控制情绪。

◆无论境况多么糟糕，你
应该努力去支配你的环境，把
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天空不会因为一个人的
眼泪而布满乌云，世界更不会
因为缺少谁而失去色彩。

◆除了成功拿什么证明你
的存在？

◆再贵的东西除以 365 都
会变得很便宜，再小的努力乘
以365都会变得很伟大。

◆有不怕吃亏的格局，才
有力气赶更远的路。

没人在乎你的落魄，没人在
乎你的低沉，更没人在乎你的孤
单，但每个人都会仰视你的辉
煌。 ——田野

人生有两种痛苦，一种因努
力而来，虽步步艰辛但仍然迎难
而上；一种由悔恨而来，不尝试不
坚持，追悔莫及。别轻易放弃梦
想，在还有机会和能力选择时，请
选自己真正喜欢、真正想要的那
个。有计划地朝着目标前行，梦
想终会照进现实。——小白熊

人生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
程，我们的生活，无不是从华丽到
质朴，从繁复到简约，也从复杂到
简单，回归生活最初的本真。

——咖啡

别人对你说的话，做的事，从
来不能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你
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才能决定
你是什么样的人。——宽窄巷

近日，网上关于“火锅店招985高校毕业生当服
务员”的报道引起网友热议。据 1 月 3 日《中国青年
报》报道，河南一家火锅店招聘服务员，要求学历是
985 高校毕业生，薪资待遇 20 万加提成。有人认
为，火锅店的招聘信息，是打着招聘幌子哗众取宠的
炒作；也有人认为，火锅店招985高校毕业生当服务
员，涉嫌侮辱人才，有贬低学历之嫌；还有人认为，如
今餐饮业升级如火如荼，火锅店需要更好发展，招聘
更高层次人才可以理解。对火锅店招985高校毕业
生当服务员你怎么看？一起来聊聊吧。

虞伟群
此信号为世人敲了警钟：端盘子也要有文化！

雨滴项链
所谓 985 高校毕业生、薪资 20 万加提成，不过是个噱

头，以便华丽丽地登上话题榜单。

花作尘
该火锅店若有志于开向全国，既而走向世界，这样薪酬

招聘不为过；若只是炒作，效果有限。

https://weibo.com/u/2219088342?refer_flag=0000015012_&from=feed&loc=avatar

疯狂的衣服

忙的时候虽然累，但是忙完
了会特别畅快舒服；闲的时候虽
然爽，但是闲的时间长了心就慌
了。 ——空心藕

有人给予帮助，那是幸运，没
人给予帮助，那是命运。我们要
在幸运青睐自己的时候学会感
恩，在命运磨练自己的时候学会
坚韧。 ——洋牡丹

不要害怕做错什么，即使错
了，也不必懊恼，人生就是对对错
错，何况有许多事，回头看来，对
错已经无所谓了。 ——珠玉

好脾气的人不轻易发火不代
表不会发火；性格好的人只是装糊
涂不代表没有底线！人的忍耐都
是有限度的，对于得寸进尺的人，就
算脾气再好，热情这东西耗尽了就
只剩疲乏和冷漠了。 ——茶香

9 个月大的孩子高烧 42 度，母亲向“单位”
（企业）请事假，遭到主管拒绝。对于类似的“雇
佣纠葛”，其实在职场中是非常常见的。大多数
人会倾向以“人情常理”论是非。那么，我们也
来讨论一下，“职场契约”和“人情常理”哪个该
排前面呢？（话题提供：易易）

http://blog.cz001.com.cn/index.php?c=Blog&m=detail&id=48596

http://blog.cz001.com.cn/index.php?c=Blog&m=detail&id=48736

◆人不必逼自己去做不像
自己的那种人。强大固然是
好，但脆弱和柔软也没有什么
过错。

国家发改委曾经发文要求，切
实降低一批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
格。据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最新
发布的《旅游绿皮书》披露，到 2018
年国庆前夕，共 981 个景区宣布免
费或降价，但很多景区降价幅度不
大，另有 40%的 5A 级景区和 80%的
4A 级景区没有降价。

旅游往往可以“一业带百业”，
大力发展旅游经济能够对地方经
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带动作用。但
是，游客的消费能力是一定的，如
果门票价格过高，无疑会挤压游客
用于餐饮、住宿等消费的开支，间
接影响旅游产业链的发展和地方
经济的繁荣。

而若从“门票经济”的桎梏中
脱离出来，将对旅游经济的良性发
展产生颇多益处。原秦皇岛市副
市长李秦生在《运用好的价格政策
促进旅游业发展》一文中认为，门
票每收入 1 元，旅游相关的综合经
济效益可达 3 至 7 元，由此可见旅
游业对一地经济的拉动作用。按
照这一逻辑，如果降低门票价格，
无疑会吸引更多游客，创造出更大

的综合经济效益。损失门票收入，
却延长了游客的滞留时间，变相提
升了游客在景区所在城市的消费，
实现了对门票收入的补亏，这无疑
是多赢之举。

2002 年，杭州西湖宣布取消门
票，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免费开放
的 5A 级景区。后来的结果证明了
西湖景区的判断是成功的，免费开
放的西湖延长了游客在杭州滞留
的时间，增加了旅游总收入，由此
产生的旅游收入大大超过了西湖
在门票上的损失。

推进国有景区门票降价甚至
免费，不仅是出于经济层面考量，
也关乎民生。因为，很多国有景区
属于自然资源，即便经过后天包装
和开发，也是大自然造物，属于一
项共有资源，关乎每个游客的幸福
感、获得感，不应该为动辄百余元
的高额票价所阻挡。

景区降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
的，但具体到各地实践中，仍受多
方利益羁绊，导致降价之路任重道
远。客观而言，“门票经济”的板子
不能只打在景区身上，产业链还不

完善、景区开发投资过大、政府补
贴机制不完善等都有可能是阻碍
门票降价的因素。

尤其是，很多地方的景区收入
并未做到专款专用——少部分景
区甚至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提款
机”，其门票收入被挪作他用，用于
资源保护或基建等与景区无关的
项目，这在事实上推高了门票价
格，阻碍了“门票经济”向全域旅游
的转向。

“门票经济”之路注定只能越
走越窄，政府应该明确门票收入的
用途，积极主动降低国有门票的价
格，在丰富旅游产品、延长旅游产
业链、增加游客二次消费上发力。
尤其是在门票价格上，地方政府更
应主动作为，率先对实行政府定价
管理的景区(往往也是最受欢迎的
景区)调低价格。

可以预想，当城市中的某些高
档景区都在推行降价或免费游览
的时候，必然会在局域市场内引发

“鲶鱼效应”，由此会大大挤压“门
票经济”存在的空间，更好释放旅
游的“乘数效应”。

杭州西湖取消门票的经验为啥难以复制？

近日，“你买到票了吗”开始频
繁地成为一句亲友间的问候。热门
线路的乘客又一次碰到“一票难求”
的烦恼，其中许多人转而求助于抢
票软件。但是，据近日《新京报》报
道，抢票几率太小、抢票规则不透
明、存在泄露隐私风险、在不明示的
情况下收费等都成为了抢票软件用
户的吐槽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人员流
动限制的逐步放宽，人口大迁徙的
春运开始成为中国春节前后的壮观
景象。这些年来，因为铁路总运力
还不能充分满足春运出行需求，有
不少人买不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再忙也要
回家过年，缺少了你，年味会变”等
论调，在营造浓厚的家园意识、家庭
观念的同时，也让买不到回家火车
票的人泛起了更深的乡愁。抢票软
件的出现，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铁路的总运力是恒定的，春运
期间运力如何投放早有预案。也就
是说，能够买到火车票的人只有那
么多。抢票软件激起了人们竞逐火
车票的热情，却丝毫不能改变“几家
欢喜几家愁”的现象，反而还会把

“用了抢票软件也没买到票”的挫败

感和失落感留给那些竞逐失败的抢
票用户。换句话说，抢票软件只不
过增加了一个竞逐火车票的虚拟场
所，却无法为更多人带来获得感。
它只会让那些不大会使用抢票软件
的人更处劣势、更感失落。

当然，抢票软件只要合理合法
运行，那就只是一个没有情感、任人
使用的工具。但现在抢票软件的最
大问题是存在诸多“陷阱”，远未走
上规范的轨道。

用户反映，有的抢票软件不断
鼓动用户邀请好友帮忙加快抢票速
度，最后却发现邀请了一堆好友还
是没抢到票，等于是无偿给抢票软
件打了一次广告；有的抢票软件默
认提供的是付费抢票服务，可以让
用户选择的免费预订选项设置得比
较隐蔽。前不久，410 万条铁路乘
客信息被曝泄露，12306 官方表示，
这些信息是贩卖信息者从第三方网
络订票平台非法获取的，这引发了
公众对 12306 软件之外的第三方抢
票软件的担忧。

如何铲平抢票软件给用户挖下
的“陷阱”，目前还是未解之问。比
如，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电子商
务法，有条款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

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
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
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
但抢票软件运营方表示，对于软件
默认提供的付费抢票服务，用户可
以手动取消；如果乘客误订可以随
时退订。问题是，用户不大可能在
付费抢到票之后，又去较真要求退
票再选择免费抢票。软件运营方实
际上是利用用户“只求买到票”的心
理，和法律规定打“擦边球”。又如，
在火车票实名制之下，抢票软件要求
用户必须留下真实姓名、电话等信
息，但对于抢票软件泄露用户信息如
何处罚，目前的规则并不完善。客观
而言，抢票软件运营方为了获取用户
流量、吸引用户付费抢票，并不存在
泄露用户信息的冲动，但其因内部控
制不严或因黑客攻击而泄露用户信
息的问题显然也必须得到破解。

抢票软件的兴起是火车票预订
市场发育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但如
果它不能增进公众福祉反而损害公
众利益，那就干扰了市场正当竞争，
因此不如适时将它关停。为抢票软
件设置强制性的技术标准，凭此启
动准入与强制退出程序，应是管好
抢票软件的必由之路。

抢票软件放大了乡愁，更留下了焦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2721780102ylvv.html

https://pl.ifeng.com/c/7jVGj68co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