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图
说
辣
论

警惕酒桌文化背后的职场霸凌
■ 陈广江

锐评

近日，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水
利局水政科、舒宁医院迁建项目专
人专班攻坚组两家单位因工作效率
太低，被颁发了作风建设“蜗牛奖”，
引得网友纷纷围观。

得奖本是光彩的事，可得了“蜗牛
奖”，恐怕就抬不起头来了。该奖项
的设立，虽然颇有争议，却向人们传
递出很明确的导向——不作为、慢作
为是发展之弊，必须坚决杜绝。“获奖
者”需要反躬自省，改正工作作风，提

升工作效率，做到知耻而后勇、知弱
而后强，把发展的步伐尽快提上去。

更进一步看，整治不作为、慢作
为的不良之风，还需建立健全考核
制度、监督机制等，不但要让怠政懒
政者面子上过不去，也要从制度上
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在优奖劣汰中
倒逼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良好
氛围，进而促进服务环境、工作作风
的改善，把工作抓实抓细。

（图/朱慧卿 文/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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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准对接上下足功夫
■ 张成林

海南观察

近日，一张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
“新员工不喝领导敬酒被打耳光辱骂”的
截图在网上热传。8月24日凌晨，涉事银
行回应称，确系该领导言语行为失当，已
第一时间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

自己被扇耳光、辱骂，离场时被同事
追骂，新同事喝瘫吐一地，有人摔酒杯砸
桌子，有人对女同事动手动脚，现场杯盘
狼藉、满地是血……对一个职场小白来
说，眼前的一幕几乎颠覆了其“对金融行
业的一切美好想象”。

此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式酒桌
文化”——职场如江湖，即使工作八小时
之外，“江湖规矩”也不能坏。比如说，若
有领导敬酒，新员工一般不会、也不能拒
绝，甚至会受宠若惊。本次事件中，敬酒
者和打人者并非同一个领导，打人者的意
思是，领导敬你酒，是看得起你、看好你，
这点“规矩”都不懂，还怎么混？因此，不
乏有人认为这位新员工“不明智”。

凡事应有度，酒桌文化固然是客观存
在的现象，但绝非动辄耍横施暴的挡箭
牌。对于一个有基本涵养的领导来说，即
使有个别新员工在酒场上驳了谁的面子，
也完全可以找到处理方式。任何一个靠
谱的领导都不会用打人的方式逼员工喝
酒，任何一个靠谱的酒场也都应容得下一
个不饮酒的人。表面上看，此事是畸形的
酒桌文化在作祟，但实际是职场霸凌的阴
影。职场霸凌形式多样，一旦造成严重后
果还可能涉嫌犯罪。

这次银行新员工被打耳光事件之所
以引发广泛关注，恰恰因为此事戳中了职
场痛点，网友们从中看到了形形色色的职
场“潜规则”。年轻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热
情、理想和坚持，但在职场霸凌面前，这些
美好的事物显得脆弱无比。更可怕的是，
一些人深受职场霸凌的苦害后，不是努力
抗拒，而是欣然接受。本次事件中，被打
者因担心人身安危提前离场，但部分同事
仍不依不饶，追骂至电梯处，足见畸形酒
桌文化何其根深蒂固。

近日，一张杭州余杭区招聘公示的截图在朋友圈里传播开来。长长的公示
名单里，清一色是来自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其中最亮眼的是八个街道办事处
的拟聘人员，学历均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清北硕博’去街道办”
是大材小用吗

时事

社会流动图景要多样化

过度解读没必要

之所以“清北”毕业生应聘街道办事处
会成为新闻，主要还是因为一些人脑海中
的旧思维、旧观念依然残存。

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缺少就业机会，
部分原因是放不下架子，不愿到一些苦、累
的岗位上锻炼自己。其实，街道办的工作
看似对文凭含金量要求不高，实则随着时
代的发展、城市的扩张、居民素质的提升、
企业发展的需要等因素变化，工作内涵早
已突破以往的范畴。特别是余杭区处于
数字经济大潮前沿，急需高学历、高素质人
才加入，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好人才支撑。

谁也不愿意大材小用，谁也不甘于
“鱼大滩小”，谁也不愿意寂寂一生，能做
到最好何不做到最好？但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高学历人才的引入，必定会促进
当地街道办工作质量和效率提升，而企
业也能够通过这么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
伍，感受到当地与时俱进打造服务型政
府的初衷和承诺。

就业是一个双向选择，没有贵贱之
分。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国民教
育投入的加大，高学历人才不再稀缺，这
是一个国家文化综合实力的提升，更是劳
动力文化素质提升的表现。水涨船高，互
惠互利，国民学历、素质大幅度提升了，自
然会反哺经济建设、文明生活的每一个角
落。从这个角度来看，清北毕业生“下嫁”
街道办，不是教育资源的浪费，更不是大
材小用，而恰恰是教育的成功拓展。

继“清北硕博”“组团”去深圳的中学
当老师之后，“清北硕博”“组团”去杭州
街道办再次引发热议。在大部分人的刻
板印象中，“‘清北硕博’去街道办”是一
种“下嫁”。

“清北硕博”去哪儿就业，相信也是
经过一番权衡和考量的。杭州街道办受
到“清北硕博”青睐，一方面是由于城市
的人才吸附力与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源
于杭州对人才的“真心实意”。同样是在
街道办工作，不同的城市，其生态环境也
存在着鲜明的反差。

杭州作为正在走向世界的创新活力
之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人才
求职就业也是一个社会流动的过程，杭
州给予“清北硕博”高于大部分城市的薪

酬水平和发展空间，自然会让渴望实现
体面、有尊严劳动和闯出一片天地的他
们足够心动。

在不少人的认知中，街道办管的都是
琐碎小事，“‘清北硕博’去街道办”是用牛
刀杀鸡，是一种大材小用的人力资源浪
费。实际上，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迁，在
一些人口流动迅速、人口净流入比较多的
大城市，街道办的工作同样需要具备专业
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人才。

在一些大城市，名校研究生去街道办
工作的其实并不少见；只不过，“清北硕
博”的符号性更强。其实，在就业观念多
样化的今天，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不管
是到街道办还是到其它地方工作，找到合
适自己的价值实现通道才是关键。

工作要有针对性、高效开展，做好
精准对接是重要前提。

海南自贸港建设，最大的短板、最
紧缺的资源是人才。据报道，为补齐这
一短板，我省各高校紧扣自贸港建设需
要，积极“扩大增量”，成立了一批新学
院，开设了一批新专业，并对原有学科
体系和教学方法进行梳理、完善，不断
开展新实践、新探索。根据自贸港建设
需要，主动革新教学内容，各高校“因需
施教”的教育革新，突出了大局，瞄准了
方向，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可为自贸港
建设培育更多急需、紧缺人才。而究其
可贵之处，就在于以目标为导向，做到
了精准对接，在对接自贸港建设需求
中，“对”出了教育环境新气象，“接”出
了人才培育新局面。

不止于教育发展，各项工作都需要
做好精准对接。比如项目建设，落地中

有何优惠、推进中有何难处等，也需在
精准对接、有效沟通中做好服务、及时
解决。为了加强沟通，不少市县纷纷设
立了专门的联系、对接机制，例如，海口
设立了政府服务专员，洋浦推出了企业
联络员……就实际效果来看，联络员们
深入一线，察实情、解难题，既当“保
姆”，又当“店小二”，切实架起了政府与
企业沟通的桥梁，解决了不少问题，让
项目投资更高效、更有质量。在人才工
作上，我省近日也推出了高层次人才服
务联络员制度。诸多举措导向很明确，
就是要在精准对接中加快发展步伐。

在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做好精准对
接极为重要——

一方面，这凸显的是大局观念。现
实中，一些部门、干部抓工作，功夫下了
不少，为何总不见起色？其中一个原因
在于方向不对路。东一榔头、西一棒
子，看似很起劲，却总是在“打外围”，

“不得其门而入”。而方向上的偏差，归

根结底，还在于对接工作没做到位。当
前，自贸港建设是海南最大的省情实
际，与自贸港建设相对标也应该是抓落
实的关键所在。各项工作的开展，如果
能够多一些精准对接，多放在自贸港建
设背景下去考量，多立足自贸港建设需
要去谋划，前行的方向便会更加明确、
前进的路径也会更加清晰，也就会更具
针对性，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一方面，这彰显的是能动意识。
抓工作、干事业，是等着问题出现再去
解决，还是主动查找不足及时弥补，结
果大不一样。作为一项全新的伟大事
业，海南自贸港建设会给我们带来许多
新课题，需要焕发主观能动意识，拿出
更加积极主动作为的精神，努力攻坚克
难、开拓新境界。立足发展需要，做好
精准对接，体现的正是抢抓机遇、力争
跨越发展的务实作风。在谋发展中，突
破惯性思维、打破经验窠臼，开阔视野、
敞开胸怀，在对接国际经验中增强本

领，在对接企业诉求中破除梗阻，在对
接一流标准中优化服务，就一定能够推
动工作高质量高标准开展。

常言道，知易行难。在抓工作中，
对接国家战略、国际标准，对接新政策、
新问题，对接市场、企业等等，既需要较
高的政治站位、对政策的深入把握，也
需要宽广的胸襟、开阔的视野，更需要
临难不惧的勇气、动真碰硬的魄力。换
言之，只有增强实干本领，锤炼过硬作
风，提升专业素养，才能接得“准”、接得

“精”，沟通“天线”与“地气”、联通岛内
与岛外，推动各项工作朝着既定目标加
速前进。

精准对接，是一个校正航向、相互
增益的过程。《琴诗》曰：“若言琴上有琴
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
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干事创业就如同
手指于琴弦一般，离了琴弦一音难成，
只有对接到位、顺势而动，才能弹奏出
自贸港建设的嘹亮乐曲。

■ 杨朝清

■ 张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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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崖州区农业农村局、生态环
境局、海洋水务局成立联合督导组，对养
生岛无证养殖，未取得海水取水许可证、
环评手续的鱼塘和虾塘进行了破坏性拆
除工作。分管相关工作的副区长现场指
导，协调解决清退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
题，确保清退工作顺利完成。

为开展好辖区内近海海水养殖清退

工作，解决海水养殖污染问题，崖州区成
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从政策宣传、
责令整改到破坏拆除，分步骤、分阶段持
续开展清退工作。

“今年，为加快清退进度，在崖州区
降为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区域后，我们
立即组织相关单位开展海水养殖清退工
作。”崖州区生态环境局局长解忠敬说，

自5月以来，崖州区每周常委会都针对近
海海水养殖清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讨
论，提出工作措施并进行部署，不断督促
清退工作开展，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据介绍，崖州区成立了3个工作小
组，按划定区域开展海水养殖停养退养
工作。按照养殖场分布示意图，3个工
作小组对镇海村边界（不含镇海村）至

中心渔港区域、梅联社区至镇海村边界
（含镇海村）区域、科技城至养生园岛区
域三个片区所有在养水产养殖户进行
入户政策宣传，张贴清退公告，对虾塘
养殖塘主和承包养殖户进行思想教育，
逐户落实清退工作。

崖州区项目中心针对配合并已停
养的养殖场开展清点、丈量工作，做到
停养一户、清点一户；崖州区人社局对
养殖场的建设者和经营者开展转产转

业宣传和引导工作；崖州区政法委安排
人员开展调查，对全区近海海水养殖清
退工作进行风险评估，确保清退工作稳
定有序开展；村“两委”委员全程参与宣
传、劝导工作，对已停养、已拆的养殖场
进行巡查，发现复养问题及时制止并上

报……在各部门的全力配合下，截至8
月20日，崖州区全区3163.81亩海水养
殖场已全面实现停养，提前完成阶段性
整治任务。

三亚市崖州区逾3100亩近海海水养殖场全部停养

主动停养清退 守护绿水青山

自今年 7月中
旬开展近海海水养
殖集中整治以来，三
亚市崖州区多部门
联动，多举措推动近
海海水养殖清退工
作。据统计，截至8
月20日，崖州区禁
养区内 2431.31 亩
海水养殖场全面停
养，养殖区内732.50
亩不符合产业政策
和违法排污的近海
海水养殖场已全部
停养。

近海海水养殖
清退整改是中央环
保督察和国家海洋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国家“水十条”要求
的重要任务，是建设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现实需求。崖
州区压紧压实生态
环保政治责任和主
体责任，切实把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到位，以过硬的作
风、过硬的举措，完
成近海海水养殖清
退工作。

精准发力 多部门多举措推进清退工作

耐心劝导 养殖户主动停养支持清退工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海海水
养殖对环境的破坏大，我有责任配合有
关部门清退鱼塘。”崖州区盐灶村养殖户
秦有忠7月主动配合清退自家45口海水
养殖塘。从2010年起开始养殖石斑鱼，
经过10年的发展，秦有忠的鱼塘规模扩
大到45口鱼塘，年利润达100多万元。

同样支持近海海水养殖场清退工作

还有盐灶村养殖户秦铭志。自1992年开
始挖塘养虾，至今已有28年时间，两口虾
塘成为他家主要的经济来源。“由于生态
保护意识薄弱，我不了解近海海水养殖对
环境破坏这么大。在工作人员的科普
下。我意识到了环境污染的严重性，签署
了停养承诺书，并抓紧把虾售卖出去，配
合政府部门清退工作。”秦铭志说。

“对于水产养殖户来说，每口养殖塘
都是心血。推进海水养殖清退工作，关键
在于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解忠敬说，7
月以来，崖州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和政府
公告、设立禁养公告牌、安排律师顾问入
户入塘进行普法宣传、下发整改通知等多
种方式，宣传渔业法律法规和执法管理措
施，争取养殖户的理解和支持，引导养殖

户签署停养承诺书，有力推动了近海海水
养殖清退工作的顺利开展。

针对个别养殖户还存在侥幸心理，下
达责改后停养，过几天又投放新鱼苗的情
况，崖州区通过执法队员的日常巡查、无
人机高空巡查和各村网格长、网格员不间
断巡逻排查，及时发现并制止有复养苗头
的养殖户。同时，崖州区对停养养殖场采
取停电处理、破坏性拆除塘梗和拆除取、
排水管等措施，有效消除复养条件。

“海水养殖场的清退只是解决污染排

放问题，已建设的养殖场在清退后，仍然会
给海岸带景观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
响。”崖州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说，为此，崖州
区注重生态修复，从2018年起坚持一边清
退一边修复，对崖州湾海岸带禁养区虾塘
进行拆除后改造为林地或者湿地，实现经
济、生态、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下一步，崖州区将加快推进崖州湾
科技城水产南繁育种和苗种繁育科技产
业园项目建设，促进养殖户转产转业。

（策划、撰文/严玫）

8月17日，崖州区组织执法人员拆除海边养殖场取水管道和排水管道。崖州区委宣传部供图 8月17日，崖州区组织执法人员在麒麟坡对停养虾塘进行破坏性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