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国内

2012年 12月 20日 星期四

编辑 /原昆鹏 美编 /张帅 TEL：0392-2189939� E-mail:yuankunpeng521@126.com

淇河晨报

10

传莫言代言家乡天价香烟

一条售价 2 万元 有关方称这是假新闻

据长江日报消息 12 月 18 日，莫言将

为山东烟草品牌“泰山佛光”代言的消息被

传得沸沸扬扬。 有读者爆料称，该品牌香烟

将推出“莫言限量版”，每支烟均以《红高

粱》、《檀香刑》、《生死疲劳》 等 10部莫言小

说命名，并采用了极为奢华的紫檀木包装，

限量销售 100套，每套售价 20120元。

记者 12月 18日了解到，目前网络上曝

光的 4张广告图片相当精美：尊贵的紫檀木

烟盒上，刻有莫言的头像，并标明有“莫言

限量版”等字样；而在每支烟的烟嘴下方，

则印有莫言 10部小说的名字。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曝光的部分

“企划文案”也堪称精彩“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是书中的人物。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文学

人生。 你渴望怎样的人生？ 生死疲劳，还是

丰乳肥臀？ ”此外，另一张宣传大图则以莫

言吸烟的侧影为主角，以《莫言三支烟》为

题，写道：“我其实只有三支烟，一支遥寄北

国瑞典，一支珍藏故乡高密，最后一支，夹

于指间，为自己点燃创作的佛光。 ”

据记者了解，“泰山佛光”是目前山东顶级

烟草品牌，产量极少，市面上一般买不到。截至

发稿时，山东中烟企业对此尚无任何回应。

记者又向为莫言提供“名家经纪”服务

的北京精典博维图书公司求证此事，该公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注意到网络上的这

条消息，这应该是假新闻。 ”

不管此消息是真是假，莫言代言家乡天

价香烟的消息和图片 12 月 18 日在网络上

流传，很快引发了网友热议。 绝大多数网友

认为莫言代言烟草让人震惊，疑似被人恶搞

或企业借势炒作。 还有网友称，作为中国首

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蕴藏的商业价

值无疑是巨大的，但如何规划，怎样保护，也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调查显示去年逾 4成本科生异地工作

宁可在大城市漂着

也不愿回乡求安稳

认为大城市有更多发展机遇

2012 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调查显

示，2011届已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46%的

本科毕业生和 35%的高职高专毕业生远

离家乡。 研究显示，从月收入来看，在他乡

就业的收入普遍要多于在家乡就业，但就

工作稳定性和就业满意度上，在他乡工作

不如在家乡工作。 尽管如此，对很多年轻

人来说，在大城市工作，可以获得更多的

机会和发展的可能，要比一份安稳的工作

更为重要。

为了更好的未来选择大城市

26岁的贵州女孩苏小姐在上海打拼已

是第 5个年头。2008年，苏小姐大学一毕业

就来到上海。 其实，苏小姐在填报高考志愿

时就打定主意不回老家发展， 她向往大都

市的事业机会、 无限的生活可能性。 2009

年，苏小姐找到第一份工作，到一家电子商

务网站做内容采编。

专业不对口、缺乏工作经验，苏小姐的

起薪到手还不到 2000元，其中近 800元需

要交给房东。 工作一年后， 苏小姐选择跳

槽。 但是新公司规模大、工作关系复杂，苏

小姐屡屡成为“炮灰”……

对未来的迷茫、远离亲友、独在异乡

的孤寂，年龄渐长却因生存压力而耽误了

找寻情感归宿的愁苦……2010 年底，回家

休整了一段时间的苏小姐重回上海。 这一

回，机会眷顾了有准备的她。 工作稳定后，

她终于有心思考虑“终身大事”，如今与同

为“新上海人”的男友进入谈婚论嫁阶段。

“在上海工作，生活压力很大，即便我

在老家同行业的朋友收入比我少一些，但

他们拿着那些钱完全可以过更安逸、更舒

服的生活”，苏小姐说，但即便如此，她仍

然愿意为了更好的未来而奋斗下去。

异地工作收入高满意度低

近日，麦可思发布对大学生异地就业

质量调查分析。在对 2008届大学毕业生 3

年后职业发展跟踪调查发现，从月收入来

看，在他乡就业的收入普遍要多于在家乡

就业， 但是在工作稳定度和就业满意度

上，在他乡工作不如在家乡工作。

研究发现，毕业后一直在非生源地就

业的大学毕业生，其 3 年后的月收入（本

科为 5 7 9 5 元，高职高专为 4 3 9 9 元）高于一

直在生源地就业的毕业生（本科为 4 6 6 0

元，高职高专为 3 6 7 8 元）。 分析认为，能够

长时间在非生源地就业，也许是该群体具

有较强的就业竞争力和适应能力的体现，

月收入也较高。 当然，选择在生源地就业，

也可能是出于照顾家庭或利用人际关系

的考虑，而宁可在薪资上有所牺牲。 通过

进一步分析发现，2008 届毕业半年时在生

源地就业， 但后来离乡发展的大学毕业

生，月收入涨幅（本科为 1 4 7 % ，高职高专

为 1 4 1 % ）最高，高于 3 年来一直在生源地

这一比例（本科高 2 0 个百分点，高职高专

高 3 5 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变换就业城

市，是比在同一城市中变换就业单位更有

挑战性的选择。 也许是因为异地工作提供

了更高的薪资和更好的就业环境及发展

前景，使得原本已经在家乡就业的毕业生

愿意变换就业城市，到异乡就业。

研究同时发现，毕业后一直在非生源

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 其 3 年后离职率

（本科为 5 4 % ，高职高专为 7 3 % ），高于一直

在生源地就业毕业生的该比例（本科为

5 0 % ，高职高专为 6 6 % ）。 换言之，留在家乡

就业的毕业生工作稳定性更好。

此外，毕业后一直在生源地就业的大

学毕业生，其就业满意度（本科为 3 4 % ，高

职高专为 2 8 % ）高于一直在非生源地就业

的群体（本科为 3 2 % ，高职高专为 2 5 % ）。分

析认为， 可能对于背井离乡的毕业生来

说，独立生活带来的压力，对异乡城市的

距离感，以及遇挫时缺少亲人的关怀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使他们的就业满意度低

于在家乡工作的毕业生，但是更高的收入

和对未来工作、 生活更长远的憧憬和规

划，也许是他们依旧愿意留在他乡继续打

拼的动力。

年轻人更看重发展机会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晓文

说：“大学生到异地就业，收入较高，但也

面临竞争激烈和工作不太稳定的问题。 还

有一段时间，出现过‘大学生逃离北上广’

的现象，但后来很多逃离北上广的学生又

选择返回了，原因在于：在大城市就业还

能开拓年轻人的眼界和阅历。 对青年人来

说，更多的机会和发展的可能，要比一份

安稳的工作更为重要。 相比之下，在一些

偏远地区的县城里，地方和生活圈子比较

小，在相对熟人比较多的环境中，虽然工

作稳定， 但是竞争和奋斗意识比较差，以

及存在着的过于刻板的人事制度和关系

等，对那些经历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是不

乐意见到的事情。 ” （据《新闻晚报》）

女子患怪病

谈钱就昏倒

被诊断为癔症

.

据长江日报消息 一对在武

汉做生意的仙桃夫妻年底吵架频

繁，一谈钱妻子就昏倒。前日深夜，

丈夫意识到这是病，送妻子到武汉

大学人民医院，被确诊为癔症。

王女士 10 年前和丈夫来到

武汉做小生意， 近几年生意不好

做，王女士与丈夫吵架时，只要一

谈到钱，她就会心慌、胸闷、说不

出话，甚至昏倒，一段时间后恢复

正常。 起初，丈夫认为她“鬼做”。

12 月 17 日深夜，夫妻俩为“年终

盘存”吵得不可开交，王女士当场

昏倒， 丈夫连夜将她送到武大人

民医院急诊科。

相关检查显示，王女士身体

体征正常。该院精神卫生中心副

教授黄永兰会诊后，诊断其为分

离（转换）障碍，俗称“癔症”，即

心理问题以一种类似躯体疾病

的形式表现出来。

钱是王女士的压力来源 。

于是医生暗示她，如配合治疗，

好好输液可尽早出院， 节省住

院费用。 丈夫也在医生的示意

下及时道歉，王女士很快恢复，

当晚出院。

老板迷信属相

员工全都属猪

据扬子晚报消息 胡小姐近

期应聘南京一家外贸公司， 虽然

履历、能力并不十分出众，但依然

获得老板的青睐。 到公司一个月

后发现， 同事全部跟自己一样属

猪。 原来，有算命师傅告诉老板，

属猪的人最旺他， 于是属相成了

招聘最重要的条件。

一位律师告诉记者， 一个公

司明确提出只聘请某个属相的

人， 这显然对其余属相的应聘者

来说是不公平的，有歧视的嫌疑，

违背了《劳动法》的精神，不但对

求职者不公， 也不利于企业吸纳

人才和自身的发展。

领航人才技术总监朱翔表

示， 公司在招聘时应考虑的是职

员的性格以及否能在这个公司发

挥才干，而不是属相。

网络曝光的广告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