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网传华为中国区某些部门
开始清退 35 岁以上网络维护员工和
40岁以上研发员工，立刻引起一片哗
然。虽然，华为官方迅速辟谣，称“正
在清退35岁以上员工”消息不实，但据
媒体报道，这些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华
为确实清退了部分老员工，引进年轻
新员工。

本来，一家公司裁员是一件很正
常的事情，但是这次华为为何却引发
线上线下持续关注，笔者以为还是和

“年龄”有关。
“35 岁招聘线”“34 岁老来得子”

“88年的中年女子”……细心的人可能
发现，刚刚过去的2017年第一个季度，
一连串新闻都因为这样与年龄有关的
细节成为网络热点。这似乎在提醒大
家一个事实，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
独生子女，以80后为主的阶层正式迎
来了中年危机。难怪，不少80后纷纷
调侃“中年危机，来得没有一点点防
备！”

中年危机最明显的体现是在职
场。通常来说，人力资源市场上35岁
都是个坎。可就裁员来说，“35岁以上
还正当时”，这个年龄，通常已经有10
年左右的工作实践，比20几岁初出校
门的大学生有经验，又比45岁以上的
前辈们年富力强，公司为什么要裁掉
他们呢？

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某些人被裁
员的真正原因还是和他们的工作态
度、工作能力等因素有关，并不完全是
年龄造成的。但是，这件事情还是引
起大多数职场人士的警惕和重视：“35
岁以上”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很
多人可能每天一睁眼，就不得不思考
房贷、车险、养老、孩子教育等问题，所
以，在这么个“节骨眼”上被辞退，那真
是“令人沮丧”了。

也许有人说，被裁员并不可怕，可
以重新找一份工作呀，但是，不说很多
公司设置的“35岁年龄限制”门槛，仅
仅“让一个有多年工作经验，或许已经
做到企业中层的职场人士和‘零经验’
新新人类同起点竞聘”这件事，就已经
令很多人感觉拉不下脸了。

无独有偶，近日，新华社旗下的
《新华每日电讯》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被
热传：“中年危机，确实存在”。原因是
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与生活的
压力带来双重焦虑。再看看80后，是
在国家发展最好最快的阶段中成长，
见证着日新月异的进步，享受着秩序
和谐、机会大增的福祉。与此同时，他

们遭遇经济社会的巨大转型，工作压
力无处不在，畸高的房价压弯了多少
年轻人硬朗的腰杆，2+6的家庭模式也
让他们面临无形的养老压力，的确或
少或少都有些焦虑。

这些信息，无疑刺中了80后的集
体阵痛神经。也许，这正是为何这些
消息总能在网上持续发酵，甚至在线
上线下演变成“中年危机”讨论的根本
原因。就像李宗盛在《山丘》里所唱：

“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
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
轻人。”

笔者本人正是这个群体，对此感
同身受。其实，人人都会经历“35岁以
上”，人人都会老去，或许，我们所惧怕
的不是终将老去的年龄，而是到了那
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不仅没有明
确的职业规划，没有拿得出手的个人
优势，更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市场经济的逐利性注定了企业
不能养懒人，而近年来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蓬勃而出，不仅已经成为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发展的新动能，
必然也促使人们不断去学习，与时
俱进。

归根结底，夯实个人能力，增强个
人底气才是真正脱离危机的殊途。无
论有不有中年危机，谁想在职场上“混
吃等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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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市殡葬服务中心在局党组的领
导和支持下，秉承“丧户至上，服务第一”的
经营理念，不断完善设施，强化管理，优质服
务，全力推进绿色殡葬和文明殡葬，较好地
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去年全年事业收益达到
5515万元，殡葬行业也日益成为常德城市文
明创建的一道风景线。主要做法如下：

抓宣传，用绿色的理念打动人

面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殡葬观念，我们把
宣传放在了首位，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使
得现代殡葬理念越来越为广大市民所接
受。一是宣传阵地立体化。全年在市电视
台、日报社、政府网站、广播电台、各种户外
媒体、流动宣传车及展牌开展了铺天盖地的
宣传，仅去年下半年，我们就在全市120多个
社区设置了图文并茂的宣传栏，发放宣传册
3000份，制作广告牌15块，使得殡葬政策的
社会知晓度越来越高。二是宣传主题鲜明
化。一方面，针对不同时间节点开展宣传。
先后在清明节、中秋节、春节等传统节日节
点，以“文明祭扫，生态殡葬”为主题，大力宣
传节地生态葬，湖南日报、常德晚报、常德日
报、常德民生报对万金陵园打造生态墓园，
推行节地安葬均做了深度报道，全年各类
宣传稿件达到 50 多篇幅。另一方面，针对
不同群体开展差别式宣传。针对殡葬职工
在推行绿色殡葬工作上认识不足的问题，
积极开展学习教育和转变思想观念的宣
传，要求干部职工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
和中央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性，舍小利顾
大义，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针对广大市民
生态殡葬观念不强的问题，我们采取进社
区、机关、医院、工厂、学校“五进”活动，使
得不同层面的市民对殡葬的了解越来越全
面、越来越客观。三是宣传内容多样化。
先后将殡葬法规、惠民政策、服务流程、文
明殡葬以及殡葬先进典型等内容，通过多
种宣传平台无间断式推送给广大市民，让
广大市民真真切切感受到绿色殡葬、人文
殡葬带来的生活品质上的变化。特别是在
互联网平台上建立了常德市殡葬服务中心
网站，开通了网上留言和网上祭扫，逐步使
网络祭祀成为新时尚。

抓建设，用生态的环境吸引人

坚持滚动发展的理念，不断推动硬件设
施的升级改造，使得整个中心的服务环境进
一步改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来中心办
理丧、葬、祭各种活动。一是坚持硬件升

级。投资 1100 多万元，新建了 4 个殡仪大
厅；投资3350万元的德山殡仪馆也即将在今
年投入使用。此外还投资120万元，将原富
惠苑区开发成新的节地生态安葬墓区，建成
低价位墓穴1600多座，全部使用可降解骨灰
盒安葬，今年已有一批城市居民进行登记和
预约。二是坚持环境改善。重新修缮了壁
葬廊墓穴，升级改造了人文纪念苑，增加了
花草植被，美化了墓区环境。特别是搞好了
烈士陵园的配套服务，通过烈士陵园在公墓
旁边的修建，提升了公墓的品味，使得整个
万金公墓区由昔日让人避讳、躲之不及的地
区成为了全市一道人文景观。三是坚持完
善配套。先后对整个陵园内水、电、路及监
控等配套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完成了扩容
征地110亩土地储备，为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以及生态殡葬的推行创造了条件。特别是
通过市局的支持，争取了市政府对万金陵园
进出山道路和停车场的建设，并即将于近期
动工，争取年内完成，以根本改善园区高峰
时期的拥堵状况。

抓服务，用人文的关怀取信人

优质服务是殡葬服务的生命线。一直
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了“四个服务”：一是坚
持全年全天候服务。做到遗体随到随火化，
殡仪随到随接待，骨灰安葬即便是节假日也
照常服务。二是坚持便民利民服务。在窗
口单位开通了常年免费客运班车，方便市民
祭扫悼念和选购墓穴，设置了机动车充电
桩、银行自动存取款机、免费雨伞、免费茶
水、免费轮椅车供市民使用。对节地生态
安葬实行免费或保本收费，对“三无”对象
实行生态葬予以免费，体现了殡葬单位惠
民利民的公益性。三是坚持优质规范服
务。坚持职工上班统一着装、挂牌上岗、
文明用语、服务亲情化等一系列服务措
施，并形成常态化。四是坚持低碳环保服
务。禁止在殡葬服务场所燃放鞭炮、焚烧
纸钱花圈，用电子产品或一束鲜花、一首
音乐替代，改变丧葬陋习，营造文明治丧，
绿色殡葬环境。此外还推出了代客祭扫、代
客守灵等一系列便民之举，极大地方便了外
地丧户。

我们虽然在推行绿色生态安葬方面做
了一些努力和探索，但离上级要求还有距
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努力，以建设为依
托，以人文为引领，撸起袖子，真抓实干，为
常德市殡葬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做出应有
的贡献！

多措并举 积极作为

让绿色生态殡葬成为一种风尚
□常德市殡葬服务中心 沈勇

消费圈消费圈

沅水之滨，善卷故里，常德又称桃花
源里的城市，既是国家文明城市、又是卫
生城市、旅游城市、宜居城市。而作为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中的亮点之一，常德市人
民政府高度重视文明殡葬、生态殡葬的建
设工作。特别是近几年来，市政府就如何
强化文明祭祀，绿色殡葬，出台了一系列
文件与政策，多次就殡葬相关工作召开会
议，明确了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和殡葬服务
工作的总体目标，规范了市民殡葬行为。
建设生态文明殡葬的“四个理念”，即科学
治丧理念、环保祭祀理念、生态安葬理念、
惠民殡葬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为常德乃
至全省的殡葬事业可持续发展积累了成
功的经验。

倡导科学治丧，引领殡葬新文明

常德的殡葬改革起步于上世纪70年
代末期，过去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殡
葬陋习较浓，而且历来治丧有闹丧的习
俗，市民治丧大操大办、鼓乐齐鸣，歌舞升
平，做道场、焚花圈、烧纸钱，出殡沿途抛
撒纸钱，几乎习以为常。

前几年，市城区一位 87 岁的王姓老
人去世，他的家人了解到殡仪馆不能请乐
队 ，不能做道场，认为在殡仪馆办理丧事
不够热闹，便在某小区的空地上搭建灵
棚，请来乐队，“闹丧”持续了3天3夜。乐
队不仅表演歌舞，还有不少插科打诨的小
品。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表演的节目中竟
然有《今天是个好日子》歌曲。“闹丧”中的
小品表演取材于群众的日常生活，演员为
了博得观众一笑，故意丑化形象，或是装
扮成有身体缺陷的残疾人，或是扮演骂街
的泼妇，其表演低俗不堪，而一场表演收
费都在千元以上。除了乐队表演，还有做
道场，道士们口中念念有词，声称通过做

“法事”能够让死者的后人财源广进、官运
亨通。

类似这样的陋习严重影响了常德文
明城市、卫生城市、旅游城市的形象。市
民也不堪忍受闹丧的侵扰，许多政协委
员、人大代表纷纷提出加强殡葬文明建设
的意见。市委、市政府痛定思痛，为推进
文明殡葬建设工作，召开了专题会议，在
2014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城区殡
葬秩序管理的通告》，在城区范围内，开展
了为期一年多的“三禁止两规范一打击”
殡葬秩序集中整治行动，即：禁止在市城
区搭棚办丧，禁止违规土葬，禁止在城区

抛撒、焚烧冥币纸钱和燃放烟花爆竹，规
范丧葬用品经营活动和医院遗体接运行
为，打击“殡托”的违法经营活动。该行动
强制拆除违规搭建灵棚5起，劝阻72起，
查处乐队闹丧、抛撒冥币纸钱等违规行为
133 起，劝阻土葬 23 起。通过整治，市城
区殡葬违规行为基本杜绝，殡葬秩序进一
步改观。

此外，作为殡葬改革的具体推动单
位，常德市殡葬管理处大力宣传文明殡
葬，普及先进的殡葬文化，树立文明殡葬
好的典型，借助现代科技成果，在殡仪馆
采取电子纸钱、电子香烛产品替代，用现
代文明方式追悼逝者。为倡导节俭低碳
办丧理念，在殡仪厅内使用固定花圈低价
租用并循环使用。在万金公墓修建了草
坪音箱，以哀乐代替爆竹，还通过鲜花租
摆、网上祭扫、放飞心灵等先进文明的祭
祀形式，引导市民文明祭祀。

环保祭祀，树立文明祭祀新风范

2011年前，每年清明节前后，常德万
金公墓内烟雾缭绕，鞭炮齐鸣，鞭炮垃圾
满山遍野，一场大雨过后，附近村民田里
流淌的都是硫磺水，祭扫人员每年都有
被鞭炮炸伤的事件发生，清明过后，仅公
墓拖出的垃圾就有 30 吨，被鞭炮炸坏的
墓碑、花草，被香蜡纸钱熏黑的墓位比比
皆是。

为改变这一陋习，2011年1月1日，
常德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禁止在市城
区殡葬服务场所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为宣传《通告》精神，常德市殡葬管理处、
殡葬服务中心借清明之机，在新闻媒体连
篇地宣传国务院关于文明祭祀、生态殡葬
精神。几年来，坚持不懈在常德新闻媒
体、网站发表文明祭祀文章 200 多篇，印
发了宣传单14万份，发手机短信息150万
条，制作宣传牌256块及宣传横幅280条，
自办清明专刊3期夹报宣传，引导广大市
民文明祭祀、生态殡葬。

此外，为了强化公墓墓区管理力度，
禁止鞭炮进入殡葬服务场所内，取而代之
的是遍布公墓各个角落的音响，用音乐代
替鞭炮。公墓还从外地组织大量鲜花零
利润供市民选购，通过各种形式，使市民
普遍树立了健康文明的丧葬观念，用鲜花
祭扫的群众基本达到90%以上。

自2011 年开始禁炮，达到了一禁即
止的好效果，走在全省同行前列。特别

是禁放后，万金公墓绝迹 18 年的白鹤
又飞回来了，成群的白鹤飞翔在万金公
墓上空，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
景观，得到了常德市民和各级领导的一致
好评。

节地生态安葬，转变传统丧葬旧观念

多年来，万金公墓致力于公墓建设向
生态墓园发展，在建墓时严格控制墓穴面
积，偏重树葬、草坪葬和壁葬3种墓型，开
发了人文纪念墓园，努力使公墓朝公园
化、花园化方向发展。

为促进生态文明殡葬建设，积极贯彻
落实民政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
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的指示精
神，目前常德万金公墓拟新征110亩安葬
用地，并划出专用花葬区、草坪葬区、树葬
区，以全面推进生态安葬。此外，万金公
墓还高度重视墓区绿化、美化、净化建设，
培育各类树木、花卉共 30 多个品种计 20
多万株，绿化面积达 85%以上，做到了绿
树成荫、四季有花，使公墓成为了祭祀、休
闲、革命传统教育于一体的场所。在农村
节地生态安葬方面，一些地方将不适合耕
种的闲置土地利用起来，修建农村集中性
公益性墓地，杜绝村民乱埋乱葬，引导村
民生态安葬。常德市安乡县 267 个农村
公益性墓地为湖区耕地保护和农村生态
安葬起到了积极作用。

惠民殡葬，巩固文明殡葬成果

2015年，常德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推
进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健康发展的意
见》，规定：“从 2016 年起，具有本地户籍
的城乡低保户、城镇‘三无’人员、农村五
保对象、优抚对象以及土葬对象自愿火化
的一律免收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其他具有
本地户籍的火葬对象，免收火化费（平板
炉）；对自愿选择生态安葬，即采取江河
葬、花葬、树葬等不单独占地的安葬形式，
给予每人1000元奖励。”这些措施都得到
市民一致称赞。

不仅如此，常德市殡葬服务中心还坚
持便民利民服务，常年开通了市区至万金
公墓免费客运班车，极大方便了市民祭
扫、选墓、购墓活动，还推出了代葬、代客
祭扫等一系列的便民之举，方便外地丧
户。这些惠民、便民措施有利于引导和规
范群众的殡葬行为，促进了文明殡葬、生
态殡葬的建设步伐。

科学治丧 环保祭祀 节地安葬 惠民殡葬

一座生态文明城市的“四大殡葬理念”
□常德市殡葬管理处 沈绪国

最近，歌手薛之谦代言的某快餐品牌新产品“牛油果香辣鸡腿堡”成为
新的时尚热点，一时之间，人们发现，牛油果——这种曾名不见经传的奇怪
水果被频繁地打上了“健康”“时尚”的符号，成为水果界的“网红”。

如今，在淘宝网搜索“牛油果”，搜
索结果达到上百页。记者发现，无论是
各大美食类公众号，还是各类美食APP，
不难发现各种介绍牛油果吃法的帖
子。焗鸡蛋、做奶昔、拌糖生吃、做沙
拉、涂抹面包……如今，市城区一些西
餐店、沙拉店也将牛油果作为重要的配
菜使用。一家专供沙拉外卖的小众餐
饮店老板告诉记者，店里的牛油果销量
很不错。市民周小姐喜欢牛油果，她表
示，平时都是在网上的生鲜平台订购，
每个月都要买几次，主要是用来炸果
汁、做奶昔等。

采访发现，各大生鲜的电商平台
上，牛油果也是热销商品之一。其实，

作为一种进口水果，牛油果的价格一直
走着“高端路线”，甚至贴上了“城市中
产阶级”的标签。记者走访了我市多家
水果店和超市，发现牛油果目前的均价
要达到 14 至 15 元一个，实在让人有些

“下不了手”的感觉。据了解，目前正值
牛油果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因为产量偏
少。等到下半年的时候产量增加，价格
可以降低到5至6元一个。

牛油果不“亲民”的价格，并没有阻
挡消费者的热情。它小清新的外形、奶
油般细腻的果肉以及古怪的口味，引发
了不少消费者的好奇心。同时，商家对
牛油果“营养”“健康”的大力宣传，让消
费牛油果成了一种健康新时尚。

价格 一点也不亲民

相对于网络上的一片热捧，线下牛
油果的销售却并没有那么乐观。

在市城区水果批发市场，牛油果绝
对属于“稀缺水果”。批发市场的一位负
责人告诉记者：“在我们这里，牛油果是
属于顺带进货出售的品种，因为来买的
人不多。”不过，因为牛油果不易坏，可以
放很久，所以对于经销商来说也缓解了
一部分滞销的压力。在市城区某大型超
市，记者在生鲜区看到，牛油果的价格不
菲，买的人也不多。销售员拿起一个又
青又硬的牛油果向记者介绍：“买果子的
大都是年轻女性。但这果子特别经放，
可以放两个星期，就算客户现在买回家，
也要放一段时间才好吃。等到外皮变

黑、变软，口感就很好了。”
业内人士介绍，市场上的牛油果都

是经过“长途跋涉”才到消费者手中
的。“在墨西哥、智利等原产地，牛油果
都是皮还青的时候就摘下，走海运来到
广州的港口，途中大约要经过1个月左
右，之后再从港口发往全国各地。”他告
诉记者，以年轻人为主的消费群体普遍
热衷电商是导致牛油果在线下销量不
佳的一个重要原因。记者随意点击一
家淘宝网店，60元6个的“墨西哥进口牛
油果”，月销量达到上万件。有数据显
示，2011 年，牛油果在中国的进口量只
有 3.18 万公斤；而到了 2016 年，进口量
达到1500万公斤。

市场 线上热线下冷

“网红”牛油果
遭遇线上红线下冷？

□本报记者 姜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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