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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应有战略思维

!"#$

程名望
! ! ! !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
报指出!要促进就业创业!坚
持就业优先战略! 实施更加
积极的就业政策! 完善创业
扶持政策!加大对灵活就业"
新就业形态的支持力度!提
高技术工人待遇# 其中!提高
技术工人待遇! 对中国经济
结构调整和社会公平都有重
要影响!对此要有战略思维!
现谈两点看法$
首先! 对提高技术工人
待遇应有战略思维! 这是我
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需
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
化战略推进! 中国制造业迅
猛发展!为中国经济实现%增

长奇迹&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
总体来看! 中国制造在全球
产业链上处于中低端! 制造
业%大而不强&的问题十分突
出$ 从战略视角看!如果没有
一支稳定" 高质量的技术工
人队伍! 就很难实现中国制
造从低端到高端"从%制造业
大国&到%制造业强国&的转
变!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
济方式转变都将失去基础$
目前我国存在较严重的
%技工荒&$ 我国的产业工人中
有很大比例是农民工!职业教
育和技术教育缺失!技工人员
不足$ 事实上!技术工人的工
资水平偏低!没有灵活地随着

带来的比较优势!中国制造就
依旧是%大而不强&!经济结构
调整就难以真正实现$提高技
术工人待遇可能会给企业带
来成本上升压力!但这种压力
本身就是一种竞争机制!优
胜劣汰! 利用市场的力量淘
汰没有竞争力的企业! 从而
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其次! 对提高技术工人
待遇应有包容思维! 它是我
国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
的需要$ 在发达国家!蓝领技
术工人的地位并不比普通白
领低$ 而在我国!人们普遍认
为蓝领技术工人受教育程度
低!工作简单"低端!就应该

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工
资水平没有反映技术工人的
稀缺程度!是技术工人素质偏
低的重要原因$ 因此!重视工
资这个重要杠杆!提高技术工
人的待遇!有利于吸引更多优
秀的劳动力成为技术工人$
有一种声音认为! 劳动
力成本上升! 部分产业开始
转移到工资更低的东南亚等
地区! 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将
进一步恶化中国产品在国际
市场的竞争力$ 这是一个伪
命题$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必须
转型的时候!产业结构升级优
化已经成为共识$若依旧依赖
劳动力成本低廉和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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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冬日无事!便来游览诸
网!忽见新浪之上!一则%熊
哥作坊&的博客!义正辞严!
引经据典!批评抗战电视剧
之%穿越&!其中一个%标志
性&! 便是写铁道游击队的
'飞虎队())
)
%剧中主要人物之一的彭
亮! 自始至终都戴着一顶很
是显眼的大盖帽! 帽上赫然
缀着新中国的铁路路徽&*
%新中国的铁路路徽!
是 !"#$ 年才由铁道部发布
开始使用的!路徽整体图案
代表火车头正面!中下部的
工字代表铁路!整图意义表
示人民铁路&*
%那么抗战时期在铁道
游击队活动的铁路上用的是
什么路徽呢+ 当时临枣铁路
是津浦线支线! 抗战开始后
属日伪 ,华北交通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的路徽是疾驰的
车辆图案! 意为日本帝国主
义不断扩大的野心&..
为什么要不吝篇幅地
抄这一段博客呢+ 因为%熊
哥&的批评!在网友中引起
争论!有曰%熊哥&不但有正
气!而且有学问的!也有认
为他近于冬烘))
)比彭亮
的帽徽更离奇" 更荒诞的
%穿越&!在林林总总的%抗战
神剧&中随处可见!你跟他
不厌其烦地讲考证论史实!
不是过于书生气了吗+
我是偏向于后一种意
见的! 抗战剧中的 %大胆穿
越&!何止一颗彭亮的帽徽那
么 %细节&))
)全面抗战伊
始! 不是就有八路的指挥员
高呼%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
了&吗+ 不是也有%老子八百
里开外一枪干掉鬼子机枪
手&这样的豪言壮语吗+ 至
于%我爷爷 " 岁时就被日本
人残暴地杀害了& 这类台
词!更已是屡见而不鲜啦/
当然%穿越&的!并不止
几部%抗战神剧&!便是满目
的古装戏!不也是处处%穿
越&吗+唐朝已经吃辣椒!倒
也罢了! 而宋代喝水的碗!

已经有了条形码! 清宫里
头! 烤火用的是机制木筷!
取暖已经有了空调!采光竟
开着日光灯!大清后宫里还
装着自来水管!就更是匪夷
所思$ '英雄(是哪个年代+
竟已有对讲机!'神话(说的
什么时候+浴桶里居然放着
%奥利奥&!似乎是要%扭一
扭"舔一舔!再泡一泡&哦$
'关云长(的当年!已有了一
辆货车停在麦地旁!'大汉
情缘(的那时!宫中已用不
锈钢酒具饮酒! 这类笑话!
多到观众早已笑不起来$
这不算什么!%穿越&更
有它的三大%经典&!不妨一
一写来$
))
)%再现乾隆年间真
实故事&的'大清御史(!民居
书房之中!清官钱沣泼墨作
画! 背后墙上夺目大书!竟
是毛泽东于上世纪 %$ 年代
写的'卜算子0咏梅(!%风雨
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讲述水浒英雄的
))
连续剧! 那黑旋风李逵进得
屋来!打开包着牛肉的油纸!
上面竟然四个大字))
)'法
制日报(/ 近代意义的报纸!
发源于 !% 世纪的威尼斯!
中国最早的日报!也要在 !"
世纪才问世!然而在荧屏之
上!却在宋代!就已有了每
日出版的%日报&了呀/
))
)拍秦始皇的连续
剧!李斯腰斩之时!刽子手
高举鬼头刀之际!那蓝天之
上!白云一边!恰好一架喷
气机隆隆飞过))
)你跟他
说莱特兄弟 !$$ 多年前!才
将第一架动力飞机送上天
的历史!有意义吗+
近日有识之士!搬出钱
锺书一句名言!来为%穿越&
作辩!%时代错乱!亦有明知
故为!以文游戏!弄笔增趣
者&!但我看这种种%穿越&!
并不那么盎然雅趣!他只是
懵然无知加上胡编乱造的
%穿帮& 而已))
)例如拍革
命烈士英勇就义的片子!刑
场后墙!赫然%违章照拆 城
宣委&一行大字!你说这不
是草台班子的%滥造&又是
什么+

()*+,
! ! ! ! 当我打算写 %神最右&
时!竟然%手残&!很%不幸&地
在搜索框里输入了%神回复&
然后回车$ 这下子可好了!搜
出了一大堆爆笑段子$ 文章
还没写! 看了一晚的 %神回
复&$越看越不能罢!笑得忍不
住!还读给太太听$有些%神回
复&很荤很腥!不能在这里说!
只能自己偷着乐了$ %神回
复& 的特点是机智幽默还意
味深长!不由得你不爆笑$
%神回复&是在五六年前
网络%论坛&正热时出现的$
那时论坛聊天! 不像现在手
机里玩微信! 人们大多集中
在某一个论坛里$有人发帖!
有人回复$ 有些帖子特别有
意思!激发人们的兴趣!就会
在这个帖子下面! 形成一棵
%大树&!各种回复都有$也有
人%拍板砖&的!那是另一种
情形$
语言文字的魅力就在这
里!看着不能组合在一起的!
在一起了就出现崭新含义!
激活人们的深沉记忆和特殊
经验!让看似平常普通的词!
在差异极大的情境下碰撞出
新意义$
很多%神回复&涉黄或敏
感!不方便直接摘录!此外剩
下的是生活类和自嘲! 但偶
有极品$
!&问1一句话证明你很
无聊$
神回复1 这句话有一共
五十九笔$
'&数学的爱情
" 对 ( 说!除了你!还是你$
神回复1) 对 ' 说!我除
了 '!还是 '/
(&深夜!如果有一个恶
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说1
%给你一分钟!你可以打电话
给任何一个人 2除了父母3!
让他来接你! 不许说多余的
话$如果他同意来!我就放了
你!如果不愿意来!我就杀了
你$ & 你会打给谁+
神回复1%您好! 我要 *
个巨无霸!* 份麦乐鸡!* 包
大薯!* 杯可乐$ &

这些回复之所以神!是
因为都出人意料!角度刁钻!
不走寻常路$ 如果顺着惯常
逻辑往下想! 不会有这种奇
特的下文$ 但总有些人思考
模式特别!能想出绝妙之句!
又饶有新意$这种回复!给人
意料之外的刺激! 是对日常
生活中循规蹈矩的逆反$ 人
们在网络特殊语境中! 把自
己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说出"
无法说出"不敢说出的话!爆
发性地表达了出来$ 有些人
平时看着很安静! 但到了网
上起了一个网名! 隐藏于网
络的汪洋大海中! 就表现出
了睿智一面! 或语不惊人死
)也有撕下伪
不休的一面))
装像疯狗一样到处恶咬的$
这种悖反! 是人心的一种曲
折投射$ %神回复&需即时性
反馈机制! 因此只能存在于
网络虚拟空间$ %神回复&是
网络特殊语言现象! 在传统
媒体中无法产生$
也有人把那些并非由回
答某人发问而写下的精辟短
句称为%神回复&!如1
几乎所有的爱情都是以
%你好&开始!以%你好坏&升
华!以%你好棒&进入高潮!以
%你好吗&淡化!以%你还好
吗&结束$
如此简洁!但归纳精当!
是对%爱情&各个阶段的一种
特殊论述!同时!也是对绝大
部分爱情连续剧以及人生常
态的精妙反讽$似乎!无人能
逃脱这种%俗套&$
类型相同的另外一种
%神回复&1
用一句话证明你看过四
大名著/神回复1军师救我/哥
哥救我/师兄救我/妹妹救我/
%用一句话证明你看过
四大名著&的提问之下!曾有
各种回复!如%我天上有人!
我山上有人& 等! 但都不如
%救我&句式简明扼要!还意
味深长$
%神回复&是最典型的网
络语境才能产生的流行词$
而%神回复&得以产生的%论
坛&环境!在微博出现之后!
已经式微了$在微博时代!这
个词变成了%神最右&$

拿低工资! 否则就是体脑倒
挂$ 另外!工人本身感觉不体
面$ 由此可见!技术工人的短
缺已不仅仅是工资问题!还
有深层次上的观念问题$ 基
于此! 要在社会上形成正确
的劳动观和就业观! 应以提
高技术工人的工资待遇为契
机! 更好地实现技术工人职
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认同$
说到底!技术工人是遵循
按劳分配规律的一个工种!其
工资的科学定位!是劳动力市
场自发调节的结果$完善劳动
力市场!消除劳动力结构性矛
盾! 遵循劳动力市场供求关
系!形成的价格机制!是提高

技术工人待遇!实现我国经济
结构调整和社会公平的内在
动力$ 而同时!就如资本听从
利润的召唤一样!劳动力的价
格调整也能够%生产&出企业
需要的技术工人!从而有效解
决%技工荒&问题$ 当然!提高
技术工人待遇是个系统工程!
需要整个社会形成共识!从制
度设计" 心理适应到具体措
施!让技术工人在待遇上得到
公平合理的对待!在身份上得
到认同和尊重$ （作者为同济
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可持续
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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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屠呦呦去斯德哥尔摩
领诺奖并发表演讲! 一张
照片传回国内! 引发无数
感叹1 由于准备的话筒架
子不够长!演讲会主持人!
诺贝尔医学奖评审委员会
委员" 瑞典卡罗林斯卡学
院安德森教授在屠呦呦演
讲全程中!一直跪在地上!
一只手从后面扶着屠呦呦!
另一只手为屠呦呦拿着话
筒! 这位头发业已花白的
科学家! 就以这样挑战体
能的姿势!($ 分钟一动未
动!仿佛将这位 +) 岁的中
国老奶奶奉若神明..
这份尊重! 这份惺惺
相惜!发生得自然而然!那
画面太美!让科学"人性"
东西方文化的互通互融一
起喷薄$
大家刷屏般齐齐感
叹! 无非是觉得这样的画
面我们还比较陌生$ 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耳熟能详
久矣!是否就自然而然"水
到渠成了呢+ 屠呦呦的故
事发生在遥远的上世纪 ,$
年代!青蒿素成救命良药!
也并非晚近的事! 然而她
的广为人知! 是在得了诺
奖之后! 焦点甚至依然偏
离了故事本身! 人们讶异
着她连院士都不是..
几乎同时! 解放日报
还告诉我们一则不甚起眼
的%小&故事1带着地沟油回
收技术想在上海和广州创
业的海归桑文!受到各种冷
遇!没人搭理不说!还需要
处理各种关系! 太复杂了$
他重返硅谷开始另一段创
业! 不但很快获得资助!还
发现各种%免费午餐&让他
不用操心技术以外的事
情))
)只 要想法够好"技
术够新!自然有专业细分的
服务机构伸来橄榄枝..
再如!当国内的码农不得不
天天加班累成狗的时候!谷
歌"微软的码农们!不但不

准加班!还有带薪休假!奉
上免费健身卡! 还欢迎带
小儿女!甚至带宠物上班$
试想! 是哪个人群更容易
被激发创新的活力呢+
对知识" 对人才真正
的尊重! 就是免去你创新
之外的所有麻烦$ 你专心
搞定新技术!我帮你搞定其
余的一切))
)不管是创业
需要的第一桶金!还是法律
服务! 抑或只是你演讲时
小小的一支麦克风..
在地球的任何角落!
都不会缺少激情洋溢的少
年"不安现状的灵魂"天马
行空的创意! 以及屡败屡
战的精神!对这一切!是冷
眼相待还是青眼有加!才
是我们需要警觉和反省
的1我们的体制机制"社会
环境"舆论生态!能否做点
燃这一切的 %第一根火
柴&+ 像屠呦呦!被世界认
可时去锦上添花! 并不困
难!甚至咱们还特别擅长!
但对如桑文般的创客极客
们来说! 当他们的激情洋
溢和天马行空还在萌芽状
态时!是浇一盆冷水!还是
添几把热柴呢+
屠呦呦的时代! 他们
不计报酬"不计得失"不怕
吃苦!在大水缸里做实验!
最终连姓名都可以全部奉
献))
)当年一篇关于青蒿
素的长篇报道!除了领袖!
通篇没有提及一个人名$
我们敬仰老一辈科学家的
无私奉献! 但不能用这个
标准去要求新一代的创客
们$ 在这个世界! 国门开
放!人才如水!此处人为设
障!%水&便自然流往别处$
古人尚知以重金买回千里
马骨!天才知其求之若渴!
千里马必应声蜂拥而至$
如果像桑文这样%水&往别
处流的事情多了! 又会是
一种怎样的示范效应呢+
墙内开花! 必得墙外
香吗+ 要想不结苦涩的果
子! 还是得赶紧松土施肥
拆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